
這些就叫做「神我」了，「神我」叫做「我知者」嘛，「我知者」呢，是「作

者」來呢？「作」即是「作業」，它作業的呢？抑或是「受報」的呢？它都信輪迴

的，是作業的人，作業的東西，抑或是受「果報」的東西呢？「答：是受者」，

〔那〕個「我知」是「受者」。一味享受東西的。「作業」不是它做的，是它「自

性」作的，「三德作故」。答：是「受者」。「三德作故」是由「三德」，即是「自

性」啦，「自性」的「三德」作業的，那個「我」只是「受」的而已，它這個與佛家

不同，但你不要以為佛家一定好過它，佛家小乘，有時會不及它周密，尤其是中國所

講的那些「大乘」，甚麼華嚴宗、天台宗，幾時有人家外道那樣周密？是甚麼呢？小

乘的說一切有部可以與它比較，大乘就唯識宗可以比得上，其他的人家外道都不知多

周密。

「問：既非作者，用我何為？」如果我不是「作者」，用他來作甚麼用？有甚麼

用，即有甚麼用。「答曰：為領義故；義之言境，證於境也。」這裏呢，「為領

義」，「領」者，「受」也。「義」者，「境」也。佛家的「義」字時時當「境界」

解的。「義之言境」，〔這〕個「義」字當「境」解。「正於境也。」「領義」，即

「正境」那樣解。「我是知者，餘不能知。」其餘的東西是没有「知」的作用的。

「又從冥性既轉變已，我受用故。」它又呢，由那個「冥性」，即由那個「自性」一

路變出種種東西之後，那個「我」就在享受它了。以上呢，〔已經〕解〔釋〕了，解

〔釋〕了幾樣東西了。

好了，最初即是只有兩樣東西，一團「自性」，就無量無邊那麼多「神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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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個「三德」不平衡，那個「我」、儍瓜的「我」，那些「我」看下去「自性」

處，那個「我」忽然起了一點「無明」，首先敏感的，「自性」的那個，「自性」的

「薩埵」（sattva），剌闍（rajas），那個剌闍（rajas）最敏感的，那個「我」就

好像照鏡般對着那個「自性」，那個「我」一起「無明」就「動」了，想找東西來享

受了，那個敏感的剌闍（rajas）即刻感覺到，感覺到就「動」了，一動呢，就影響

其他了，一齊動，一齊動呢，自己是陰性的東西，「神我」就好〔聰明〕（嘢），它

既然都想了，我就要迎合它啦，即是一個好能幹的丈夫，一個好乖的太太，丈夫

〔想〕怎樣太太就迎合他，那個「自性」是陰性的，就迎合那些「神我」了，就郁動

了，「我」是知者。

看下面，「次第生者」，這個世界的生起的次第是如何呢？記著，佛教不講「生

起的次第」的，只有說無始就是如此，無始就是有八個識，無始就是，眾生無始就是

眾生，數數它是無起點的，你說：無起點，講個起點出來行嗎？它說你儘管講，講來

講去你自己找自己麻煩，講不通的。你說有「上帝」做，那誰造「上帝」？一樣是沒

有人造衪！是嗎？講不通的。所以佛家就說無始，它數論都是有這個缺點。最初有

「三德」，那誰造「三德」？一樣是怎樣說？「無始」。佛家說既要「三德」無始，

不如「當下」無始，費事講太多，就是這樣解。「次第生者，自性本有，」這個「自

性」本來就存在了，是「無為」，是「無為法」來的，「本來」就「無為」的，但後

來就變「有為」囉，「無為」可以變「有為」的，即是說，「無為」如何變得「有

為」呢？這個不可通，但我們佛教又有些（主張），「真如」產生萬法，「真如」是

「無為」的，其他東西「有為」的。又是同它如出一轍「自性本有」是「無為」，是

「常住」的，「唯能生他，非從他生」的，為何會變起一些東西？「由我起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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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起思維，〔那〕個「我」起「思」，〔那〕個「我」為甚麼會起「思」

呀？

〔因〕有「無明」，「我」起「思」，「思」甚麼？思「受用境界」，想找些東

西來享受一下，因為它有「無明」，於是那個「自性」就迎合它，就「從自性先生

（起）大」；「自性」一變動就膨脹，叫做「大」，為甚麼「大」？「大者增長之

義，」增長即膨脹。「自性相增，」「自性」的「相狀」增長膨脹，（就）「故名為

大」，懂不懂得解？

這個要看注四（廿四），注四（廿四）是湯用彤講的，很精警。「由我是思

者」：問：數論宗執「我是思」，我是，「我」與「思」應無二體了，「我」就是

「思」，但佛家唯識宗說不是，「思」是一個「心所」來的。他說：今言「由我起

思」，豈我與思有別體耶？是不是呢？那個外人這樣問。答：「我」是「體」，

「思」是「用」；他解得不錯，「我」是本質來的，就本質來說叫做「我」，就作用

來說叫做「思」，「我」起「思量」的作用，它「思量」些甚麼？「欲受用諸境

界」，找些色、聲、香、味、觸來受用一下。這就是「無明」了。「約體用合說」，

所以呢，云「我是思」；據「體」、「用」別論呢，就「故云我起思」；義無違也。

「從自性先生大」者，現在解這個世界生起的次第，它「自性」先生「大」者，由於

〔那〕個「神我」起「思」欲受用「境」，想找些「境界來享受一下，於是〔這個〕

「自性」中「三德」平衡的狀態呢，即受它干擾而起變動了。首先受影響者是為具有

「動性」及能使它物造作活動的那個剌闍（Rajas 塵德），剌闍（Rajas）呢，剌闍

（Rajas）一動，餘二德亦隨之以動。這樣三德一齊動了，三德動則產生下述的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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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情況：你們看這裏，看完這裏就讀一下天主教《創世記》，那個叫甚麼：

Genesis？Genesis 開首的、舊約的《創世記》，讀一下《創世記》，對比一下，

〔它與〕人家數論〔派〕的差得遠了，人家數論〔派〕幾周密的。《創世記》幾簡

陋！如果你們有天主教徒在座上就有怪莫怪囉，我現在這裡講佛（噃），那些阿婆稟

神：有怪莫怪，小朋友不識世界嘛。凡塵弟子不識世界，我成日得罪其他那些，就有

怪莫怪，因你自己走進來（躬頭入屋），誰叫你來聽嘛！是嗎？

「三德」動則產生下述的相狀：產生甚麼？第一、產生這樣的情形：或此升而彼

伏，是嗎？

這裏高些、勻稱些，第二的兩「德」被它壓伏，不平衡了嘛！（二）、或彼此相

依賴，或者你靠我，我靠你，第二種情形。第三種情形、或彼此相生，你助成我，我

助成你。第四、或同時並行，一齊拍拖那樣行。第五、或可同時引生不同之事，（如

喜生喜而又同時生憂等）。有五，那個「自性」入面的「三德」一動就產生這五種狀

態了。總此相狀，名為「變易」。

這樣就叫做變化，「變易」。「變易」之始，最初怎樣「變易」法呢？「自性」

中「三德」之相狀，較之先時呈現起伏之錯綜的狀態，這樣叫做甚麼？這個注：「自

性相增故名為大」了。起伏錯綜的狀態出現了。此為變易的第一個階段，這階段，在

此階段中，自性〔那〕個相狀增廣，胚萌萬象，「胚」者，宇宙萬象的胚胎，萌生宇

宙萬象，所以名之為「大」叫做maha。初初你未讀到這裏的時候呢，會想：如此離

譜的，又叫做「大」！原來那個「自性」裏不平衡呢，就產生這種彼此起伏之錯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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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由這種種狀態呢，你不要小看它，它是萬象的胚胎來的。這裏參考書就多了，

這裏，參考《演秘》，《成唯識論演秘抄》，參考《成唯識論義蘊》、《義演》、與

《印度哲學史略》，最主要這本的第七章，與《印度哲學史綱》第二篇第一章、還有

一本叫做《印度哲學導論》第七篇。這樣「自性相增故名為大」。識解啦？〔再〕看

這句：這個「大」，「或名覺，亦名想，（又）名（叫做）遍滿，（又）名（叫做）

智，（又）名（叫做）慧」。這個「大」這樣多名稱的。你佛家的「覺」，有五個

「覺」，它呢，僅是「大」都有這樣多名稱的。這樣有了「大」了，〔但〕世界還未

形成的，「從大（就）生我執」了，「我執」又名叫做「我慢」，由那個「大」就會

產生「我執」，何解呢？「我執者，自性起用觀察於我，」那個自性起「用」，起作

用了，照落那個「神我」處了。「觀察於我」，一照落「神我」處，「知我須境」

了, 知道那個「神我」起野心了，需要找「境」來享受了。就「故名我執」了 , 那個狀

態叫做「我執」。

 我們看看注廿六，看看那裏。何解「自性」又叫做「覺」、又叫做「想」、又

叫做「遍滿」、又叫做「智」、又叫做「慧」呢? 我們看看：你看了覺得它無道理，

你看看它道理何在，你看看注廿五先，在此，即在這個「大」出現的時侯，在此階

段、在此「大」的階段中，三德皆動，三樣都動了 , 而「薩埵」（勇德 sattva）增勝,

那個「薩埵」（呢）這種質料呢，特別強，因它是有光性的，增勝，它光照之

「相」、「用」顯著,「薩埵」是光的嘛，那種光，能夠照東西的那種作用呢，顯著

了，所以因為光照的作用顯著，故亦名為「覺」。所以稱之為「覺」，明白啦？又叫

做覺諦。二、此「覺」只是物質性的光照，反映作用，不能與「神我」之「能知」、

「能思」、又「能證」、又「能觀」之那種靈明的「覺」相比，即是說那種「覺」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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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好像一面鏡那樣照到東西的那種物質性的「覺」，就不是像人一樣能思想

的那種靈明的「覺」。聽不聽得明白這裏？恰如鏡面之映照物像而巳，「覺」，

「覺」即是「大」，是一切眾生產生的基本原因了。為何眾生會有「知」？因為有

「覺」。何以故？「覺」之自身一方面是「神我」所受用的境界，另一方面卻又能映

現各個「神我」的那種幻象。有此「覺」故。後來只得進一步開展為種種不同的眾

生，我們眾生為何個個人都有「神我」？

映落那個「自性」處，那個「自性」有覺性，那個覺性反映出那個「神我」的形

狀，一個走去你處就變為你、一個走去我處就變為我、一個走去他處就變為他，所以

那個「覺」就是一切眾生來源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自性」，「神我」。又另一方

面，又能映現各個「神我」之幻象。由有此「覺」故…已讀了?後來始得進一步開展

為種種不同的眾生，就能攝取「我」之像貌。故亦名為「想」。取像，取個「我」的

相貌，故亦名為「想」。漸漸茲長，徧滿世間。整個世間無數的眾生，故名「徧

滿」。察照於我，所以名叫做「智」，又名叫做「慧」。好了，這裏参考的這幾篇東

西。我連霍韜晦的那篇〔文章〕都参考了。看著這句才可以，「從大生我執」，由

「大」生「我慢」。

將這段把它讀完，注廿六，為何〔那〕個「大」會產生「我執」呢？「自性」起

「變易」的第二個階段，就是甚麼?從「大」就生出「我執」。「我執」即「我

慢」。「我執」或譯為「我慢」，當這個「大」，即這個「覺」的「大」，當這個

「覺」、「大」映現出各個「神我」的幻象之後呢，一方面諸「神我」，即於各自的

幻象生起思量以為己身而起憍慢了。那些「神我」望下去「自性」處，見到「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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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它的形狀出來，以為那個是它自己。即好像儍子望到水氹裏的影子，見到水氹會

動，

就以為是他自己走到水氹裏一樣，起憍慢，「我」與「我所」，彼此之見就由此

產生了。於是有你、有我，有「我相」、有「人相」等等，好多東西產生是由於那

「自性」映現了不同的東西出來。另一方面，諸神的「我所」起，即「我見」又映入

「自性」之中，「三德」受其影響，而起相應的活動，總此兩方面之情况，就名叫做

「我執」。「我執」生了之後，「我執」生已，「已」即「之後」，後一階段於是展

開為甚麼？有「身」、有「心」了。有了「我」之後，有「身體」，有「心靈」了，

有「身」、有「心」的種種眾生，及其所依住的「器世界」了。記言「自性起用觀察

於我」者呢，為何《述記》這樣說？為「自性」所成的「覺諦」，「覺諦」即

「大」。起用，照顯各個「神我」所起之思量活動也。講到這裏，即是講到甚麼？

「自性」生「大」。「大」就生「我慢」，是嗎？你說這樣的思想如此周密。我們中

國幾時輪到我們。你們有無看看？你們有無看？沒有是嗎？你要看看（書）才測驗得

到自己是否看得懂。不然你以後看不懂，有沒有看，陳文蘭？看不看得懂呀？

陳：要慢慢想囉。

羅公：你要看經疏呢，現在慢慢練，將來不要靠人，成日要靠人不可以嘛！

要自己看，最難看這種了，你看得懂，其他的甚麼經疏都看得懂了。對嗎？最難

看（懂）就是兩個人的著作，一個是隋朝的吉藏法師，吉藏法師的《三論玄義》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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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看到你，總知呢，不是你說讀中文讀得好就看到的，那些是另外一格的，他的

文字，第二種就窺基法師的那些（文字）。他又是另外一格的。這樣，數論派懂得

了，數論派總括一句來說，就是甚麼？最初，只有甚麼？兩樣東西，這個世界，無人

類，無地球，甚麼都沒有。只有一團無比那樣大的「混沌」的東西，叫做「自性」，

另外，「自性」只是一件，一個塞滿虛空的，這就是中國所謂「混沌初開」。亦即中

國的《易經》所謂「太極」。是否有形的嗎？不是，無形，還未有形。只有功能。如

果有了形就有了世界啦！它只有功能而無形。我們說它混沌一團不過是用譬喻說的。

與中國人所謂「太極」差不多。又好似，另外呢，有無量無邊那樣多的靈魂，這些靈

魂叫做「我」，這個「我」有神妙的功用的。以「思」為體的，它守住那個「自

性」，「神我」與「自性」，「神我」是多，「自性」是一。這個世界的來源有兩個

根源：這是所謂「二元論」了。

「神我」是一切眾生的精神的來源，那個「自性」呢，是世界上一切眾生與一切

事物的物質的來源。這就是正正式式的「心物二元論」了。這樣呢，我們中國〔人〕

說「太極」裏面含有兩種功用，一種呢，有兩種功能，一種呢，是甚麼？有陽剛性

的、剛強性的功能。就叫做「陽」，叫做「陽氣」，或者「陽」。是功能來的。另外

一種呢，是柔和性的功能。就名叫做「陰」。此一陰一陽在太極裏面不斷摩盪，至於

為何它會「摩盪」呢？那些講《易經》的人始終無一個滿意的答覆的。而數論不是兩

種，不是「陰」、「陽」兩種而是三種，一種叫做「薩埵」（Sattva），勇、輕光性

的東西，就是一切光明和輕快的來源。第二種是「塵」（Rajas），是一切甚麼？動

力的來源。一切衝動，動力的來源。一種是「闇」。「勇」，「塵」，

「闇」。Sattva、Rajas、Tamas。「闇」是一切烏闇，沉濁的東西的來源。這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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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平衡就無事啦，好像中國人說：太極裏面陰陽兩極平衡本來就無事的，但它不斷

摩擦，所以產生甚麼？陰陽摩擦呢，就產生兩個甚麼現象？即是（你）一樣杏仁茶和

紅豆沙兩種混合來一齊攪時會產生甚麼現象？有一塊地方紅豆沙多些，是嗎？有一塊

地方就杏仁茶多些。是不是會這樣？即是說有一塊地方「陽」性東西多些，有一塊地

方「陰」性東西多些。有一塊地方又有些平衡。這樣的情形，「陽」多，「陽」性強

些就叫做「太陽」，「陽」性少些就叫做「少陽」。「陰」性的東西多些就叫做「太

陰」，「陰」性的東西弱些就叫做「少陰」。四種東西了，由兩種東西就產生四種。

這即是說，「太極生兩儀」，一團太極裏含有陰陽兩儀，「兩儀生四象」，這兩儀

「摩蕩」的結果呢，產生的四象：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於是由太陽、少陰一路

由簡而繁就產生萬物；乃至到一切眾生，一切世界由此而生。是嗎？

這種呢，這種講法與《楞嚴經》的「妙明元心」裏面說由簡而繁慢慢生起山河大

地了，這種東西。相似。這樣呢，（勝論、不是，）數論派呢，它就三種〔而〕不是

兩種的，它解釋為甚麼它會變呢，本來平衡的，為什麼不平衡呢?就因為那三種東西

之中呢，叫做「三德」，有一種叫做「薩埵」，「勇」。那種「勇德」是有輕光性，

光亮的，有照明的作用。而這個無量那樣多的「神我」呢，那個「神我」裏面，（那

個「神我」裏面），有些基本的「無明」。它亦說「無明」的。它因為有基本「無

明」，所以它望下去那個「自性」那裏，而「自性」裏面有一種叫做「薩埵」，「輕

光為性」的，好像鏡子那樣，把那個「神我」的那種活動反映出來，那個「神我」見

活動反映出來呢，它不知道那只是它的影子，以為那個（影子）就是它自己，因它有

「無明」，就「迷」了。這樣呢，於是呢，它一「迷」呢，那個，它一「迷」的時候

呢，那種「迷」的狀況又反映在「自性」的鏡子裏面。於是那個「自性」呢，又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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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了，不平衡呢，於是又產生甚麽？彼起此伏；彼多此少；彼強此弱的狀態，於是就

產生各種不齊的萬物了。就這樣，講得很精，講到好精呢，你如果詳細看看它，平心

靜氣地看看它，即是不要偏，不要說「我們中國人」，中國就一定是好的，不要有這

樣的「偏」。你就覺得我們《易經》的講法確實不如人，確不如人。這樣呢，這樣它

說，但是，「神我」到底是會「思」的，（它如果，不論）這樣一路「迷」了，五花

八門產生很多東西了，每一個「神我」附著，附著落一個身體，有無數多的身體出現

了，每一個「神我」附著一個身體裏面了，這樣即是說有「靈魂」了。身體有兩種，

一種叫做「細身」，好似公仔的樣子，在我們的身體裏，看不到的。

我們的身體一壞它就離開的了。「轉輪」是細身去「轉輪」的，好像佛家說的

「中有」去投胎，「細身」走去「轉輪」，「麤身」就變垃圾，〔拿去〕埋了。如果

它有智慧呢，如果它有智慧呢，那個「神我」到底是神妙的，遇到殊勝的緣，它能夠

覺悟呢，它就知道、知道我們這樣「生死輪迴」是苦的，我們要求解脫的，求解脫

呢，於是它就修道了。修道、摒絕那些物欲，漸漸那個「神我」就清醒了，慢慢，慢

慢一步一步清醒，最後就覺悟了，覺悟呢，知道五花八門地「變」和「生死輪迴」都

是鏡裏的假現象而已，〔那〕個「神我」的本體實在沒有變。

就好似佛經所講：我們的佛性沒有變，隨「緣」不變，即隨「緣」而已，隨著

「緣」而「緣起」而已。佛性沒有變，真如性沒有變。它亦說即是「神我」沒有變，

變是那個「影子」在變動。它一覺悟到這裏，就不要「執」、不要「執」那個影子的

變化為「我」了。不要「執」這些為「執我」了，那個「我」是「超然」的。我們不

要「執」，一切事事物物都不是「我」，這樣，不給這些事物縛束，就可得解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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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得到修養之後，得到完全的解脫的時候呢，〔這〕個「神我」恢復本來的現

象，還滅了，還滅的時候，那時候「無明」就永遠停息了。不再「輪迴」了。這樣就

叫做「涅槃」，它也有「涅槃」的。這種「涅槃」與佛教說的很相似，尤其是與《大

乘起信論》，與《楞嚴經》非常相似，一比起來，講的詳細及清晰呢，比較我們中國

的《易經》與宋明理學還清晰得多。這個呢，就〔是〕數論派。看過了，你們怎樣

看？如何批評？數論派，一套哲學，一套 System（系統）是這樣，你們覺得怎樣？

聽眾：我覺得它一樣是類似佛經，亦不會求第一因是怎樣的，是嗎?

羅公：那是第一因，「神我」與「自性」是第一因。

聽眾：但它都無講這個第一因從何處來，應該都是沒有的？

羅公：無，第一因只是說它已經是第一因囉，不能再問第一因的，這樣〔講〕的。佛

家就說不合理。

聽眾：是囉！

羅公：你是第一因，我要再問：你是怎樣來的。

聽眾：對，對。

羅公：或者你答到，只有兩條路你走，一就答得出，一就答不出。如果你答不出，那

就不平等，何解樣樣東西答得出，你〔卻〕答不出？叫做「不平等過」，提婆

菩薩這樣破它。

如果你答得出，第一因又有一個第一、一的「因」，數下去就無窮，犯「無窮

過」。所以凡講第一因，一定犯一個過，兩個過失中一定犯一個過，一個就「不平等

過」，為何樣樣要有「因」，你為何無因？在邏輯上根本不合的。除了你這一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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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東西都是有因的。你說無因？有甚麼解釋？強詞奪理。這是獨斷論，這句就是「不

平等過」。如果你說「因」又有因，那第一因就不是第一了，那有第一？佛家就不肯

這樣講。甚麼時候都是這樣。你說以前無百幾層的大厦嘛！沒有的嘛！以前〔只有〕

披芭蕉葉嘛！對呀！以前披芭蕉葉但亦有「真如」，現在也一樣有「真如」。披芭蕉

葉之前呢？就連芭蕉葉都無，而且還會有尾巴。但那時亦一樣有「真如」。這就是甚

麼？「現象」。有「現象」就必定有「本體」。有「本體」就有一定有「現象」，不

能說先有「本體」後有「現象」，不是像數論那樣，

先有那兩種「本體」，「自性」、「神我」，然後產生「現象」。你又問：最初

以前我們祖宗像猴子般有尾巴的又如何？祖宗之前又怎樣呀？都有呀！祖宗之前就阿

米巴蟲囉！對嗎？Amoeba嘛！最初，Amoeba之前呢？又怎樣呢？Amoeba之前

可能生天囉！可能正在做玉皇大帝囉，是嗎？玉皇大帝之前可能又是做猴子囉！無始

時來就是這樣來輪轉，無第一因。

聽眾：羅生，你覺得它數論派的缺點在那裏呢？

羅公：它的缺點。它的缺點就是第一個是「第一因」啦。兩樣第一因啦。

第二，〔那〕個「神我」何解會有根本的「無明」呢？即是等於說，《大乘起信

論》說，那個「真如」不守「自性」。忽然起了妄念，叫做「無明」。為甚麼會這

樣？為甚麼後來「涅槃」了之後，〔那〕個「神我」為甚麼又不再、又不再起「無

明」呢？對嗎？即等於《大乘起信論》的講者說：以後就不再起「無明」了，以前就

起。何解以前（會）起？何解以後不起？如果以前會起，以後都應該會起。（如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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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會起），如果以後不會起，以前就不應該起。數論也是一樣犯這個過失。如果你

那個、那些「神我」是有「無明」的，以後一樣，「涅槃」之後一樣會再起。前後的

不同我們分不到出來。〔但已〕不錯啦，已經不錯啦！是嗎？我就說好過《易經》那

些。不過它比起佛家還是差一截。所以有些人說唯識宗的「阿賴耶識」是世親菩薩和

無著菩薩硬是將那個數論派的「自性」改變的，將「自性」個人化，每一個眾生一個

「自性」。「自性」、「神我」將它合一了，成為一個叫做「阿賴耶識」。（叫做

「阿賴耶識」。）那個數論派裏面無數那麼多的「三德」不斷活動，「三德」者，即

是我們的第八識裏面的「有漏種子」、「無漏種子」，又有「名言種子」，又有「業

種子」等等。不過是這樣，修正而已。

即是說唯識宗者，根本不是真正的佛法來的。那些人這樣說。不過是將數論派的

那個「自性」修正而成「阿賴耶」第八識而已。將〔那〕個「神我」修正為所謂「智

慧」，就是這樣解了。那些人這樣說呀！很多自己，很多自己佛教裏面的人都這樣

解。（有些）因他憎唯識宗，所以就這樣去解。誰不知這樣解即是自己將祖宗的祠堂

都打爛了。因為何解呢？唯有不要講唯識囉。唯有講小乘囉！但你講小乘的那些哲學

思想是不及人家外道的。

前期的外道就不及佛家的小乘思想，說一切有部那些。但後期的外道，後期的印

度教的那些，吠檀多派的那些。那些人家的思想深入，比較你小乘的深入很多嘛，深

厚很多。你小乘的，你小乘大概都是「多元論」的思想，不能夠應付了。小乘不能夠

應付了。尤其是現在最重要就這樣，問題是這樣。那位衍空法師，舊時叫做甚麼？舊

時叫做Gordon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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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衍空師嘛。

羅公；譚博文嘛，他一味要講，他一味要講「空」嘛，後來他就學唯識，學着學着現

在又不知怎樣，又嫌唯識的名相太多又退回去講「空」都說不定。其實講

「空」很難的呀，你看看《般若經》啦！比唯識還難讀，你讀一下就知，你看

看，你讀讀《般若經》，你以為拿著幾個「空」、「空」、「空」，拿著印順

法師的那本《空慧學探源》（《性空學探源》）這樣就叫做「空」嗎？

你讀讀《大智度論》？對嗎？幾多名相？你讀讀《大般若經》？幾多名相？談何

容易！講「空」？

你以為好像讀《地藏經》那樣容易呀？我問他，我一句就克服了他：你是不是佛

教徒？當然是 yes啦！你信不信「生死輪迴」？如果你不信「生死輪迴」，即是吳汝

鈞之流！對嗎？「生死輪迴不過是一種思想，一種意見〔而已〕」。這樣你就不是佛

教徒了！對嗎？這樣就「人死如燈滅」啦。一就是「永恆」的，基督教徒〔就是〕。

一就是「人死如燈滅」，「斷見」。

所以你先問問他：你是不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一就是「斷見」，一就「常

見」。如果你說是佛教徒，問問你：佛教徒是不是要相信「生死輪迴」的？「生死輪

迴」是不是佛說的？佛經裏面所講的那些「生死輪迴」你信不信？如你說「不信」，

那你就不是佛教徒啦！對嗎？你同意這個（說法）嗎？如果不信「生死輪迴」，那怎

能稱為「佛教徒」？最多你說是「教授」就可以。「佛教徒」就不行。好了，如你說

「我信」，那請你解釋出來，為甚麼會生死（輪迴）？「空」嘛！你說「空」就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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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得」啦！你若說甚麼都可以得的話，那無「生死輪迴」亦可以啦！對嗎？

「空」嘛！有「生死輪迴」固然可以得，沒有「生死輪迴」亦應一樣可以得？！引龍

樹的話，龍樹的《中論》：「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以為這樣就可以「彈」

（批評），「彈」（批評）不到的。明不明白？

你想想，你如何解釋「生死輪迴」？是嗎？你不要講給別人聽，你自己想通它。

你都想不通的。是不是？或者呢，或者你說：這是「世俗諦」，我就是要講「世俗

諦」。「勝義諦」不能講，講得出的都是「世俗諦」。這就麻煩你講講有何經典了。

所以你不能不談「世俗諦」。不談「世俗諦」沒得講，談「世俗諦」你就要談到「生

死輪迴」。談到「生死輪迴」只有幾步來搞。經部先，現在在中國的《成實論》有得

講，但尋根究底是講不通的。第二就是《大毗婆沙論》，即說一切有部，與《俱舍

論》。講其究竟都是不行的，以前就行，現在不行了。怎樣說？唯有抬出個「唯識」

出來。你說：唯識？這是繁瑣哲學！就像以前王亭之那樣，王亭之現在就心服了，叫

些弟子請我去講：一定要學才好。他現在這樣說。他以前對人講：唯識是繁瑣哲學，

最無用的，要「修」就要密宗才行。好！衰就衰在此了，人人說「密宗」，〔卻〕沒

有一個有理論根據的。有些人，香港有一個人，走去印度，找那些窮的 Rinpoche，

那些「活佛」，西藏滿街都是 Rinpoche嘛！那些不太富有的 Rinpoche你供養一下

他，他覺得你好，他高興，就把他的「法力」傳給你，別人需要一年才傳得，他幾個

禮拜〔就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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