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幾個月，學足它〔的〕法就回家修一下，明年就再去一次，又是三個月。這樣

呢，立刻就給一張紙你，傳遞給你了，傳燈了。有一個呀，三個 Rinpoche 給他傳燈

的，有一個，香港的，密宗。教〔到〕你一點也不識。死啦！死症！毀滅！第一就先

毀滅密宗，跟著就去毀滅佛教。

這些，它牛、鬼、蛇、神，你有甚麼辦法？現在那個王亭之轉了格調了，轉格調

了，要叫那些人學龍樹，要學無著。這樣就叫我講，硬要留了我星期四的晚上。現在

想不到有差不多五十人聽，他有很多徒弟呢。那些學紫微斗數的。昨日同我講說有差

不多五十人。我說，他問我要多少錢？我說：錢就不要，你第一要用車接我。我費事

搭車太辛苦。搭車。第二，我就要吃飯才可以，在家老婆做飯吃了再來不行，我吃了

點心之後呢，我就講，講完才吃飯，吃完飯你要送我回家。他有個佛堂。我說：錢你

就捐回給佛堂，錢就照收，捐回去佛堂。我不要，我只是吃而已。他們生意人的〔食

物〕不會太差的。他們現在講明是想學龍樹、無著。我說：這就可以，龍樹，無著就

可以，其他就免問了。是不是？好了，你們看得懂嗎？這裏，讀完了嗎？那裏，是

嗎？

現在印度最大的兩派，最古、最大的呢，哲學呢，一派是數論派，是嗎？第二派

就是勝論派了，勝論派，勝論派，記住，勝論派是「多元論」的。「多元論」的。勝

論派先讀它這些，難不難呀？不然你說知道所謂「法執」嘛，說它要破「我執」，

「法執」嘛！〔那〕個「我執」容易搞，是嗎？「我相」、「人相」、「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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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者相」。這些是「我執」啦。「法執」就最難搞了，「法執」最大的呢，就是甚

麼?印度六派哲學，六派哲學之中最難搞的呢，第一個是「數論」，第二是「勝

論」，「數論」搞得妥就「瑜伽派」跟著搞妥了。「勝論」搞妥跟著「正理派」又搞

妥了。

還有兩派，一派是甚麼？叫做彌曼差（Mimāṃsā）Mimāṃsā 就是古代正統的婆

羅門，婆羅門教。一派就是 Vedānta，「吠檀多」，新起的、後起的印度教的、做

中心的，現在講的印度教多數都是吠檀多。我們圖書館 Vedānta （吠檀多）的書好

多好多。Mimāṃsā （彌曼差學派）的書少。Vedānta （吠檀多）的好多，因為現在

講印度哲學呢，Vedānta （吠檀多）後起的，怎樣呢？Vedānta （吠檀多）呢，它

這樣：在釋迦牟尼佛出世之前呢，（就）這個婆羅門〔教〕統治了全印度人的思想。

它所崇奉的是那本叫做 Ṛgveda，《梨俱吠陀》，譯做《讚頌明論》，它認為吠

陀，那個吠陀是「天啟之書」，即上天、天神啟示人類的，「天啟」的。第二，婆羅

門是最高貴的，是由那個天神的口產生出來的，這樣呢，這個《吠陀》和《奧義書》

就是只可以絕對服從的，就這樣。

這樣呢，令整個印度人的思想全部僵硬，硬化了。硬化之後，大概在釋迦牟尼佛

出世之前呢，就有很多人不滿這個婆羅門〔教〕的思想，就自己去修道，自己去修道

呢，自己去山林處修道。這樣那些在山林修道，脫離婆羅門〔教〕的系統的束縛去修

道的那些〔人〕叫做「沙門」，「沙門」，「沙門」有好多「沙門」，那些叫做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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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好多好多。釋迦牟尼佛出家之前的時候，就去拜訪一下跋伽婆仙人，阿羅邏仙人

這些，都是那些沙門團的領袖來的。

大概當時可能有十幾二十派的，大的派的。釋迦牟尼佛呢，〔他〕就不滿意於婆

羅門〔教〕，他因為自小受婆羅門的教育。後來就發覺婆羅門〔教〕的不對，於是就

離家出走，走去拜訪那些，逐個逐個沙門團的領袖去拜訪。都認為不滿意。所以自己

自求出路，這樣然後才自己得成正覺。這樣所謂「得成正覺」之後，首先度了憍陳如

等五個人，於是就有了一個小型的僧團了。所謂「僧伽」即是一個僧團，一個教會。

有教會了，當是有「佛」、有「法」、有「僧」。又再度耶舍長者，於是有居士佛教

徒了。

最初有僧，只是出家人，五比丘而已，未曾有在家人。後來耶舍，有個長者子耶

舍。他大把享受，但他很聰明。走去山林處，自己想求解脫。於是釋迦牟尼佛見到他

〔就〕說：來吧！來我這裏，我有解脫的方法。

佛祖教他，他是居士來的。〔那〕個耶舍，於是在家佛教徒亦有了。後來，那

個、那個摩竭陀王，摩竭陀國國王又送，送了伽藍給他了，陸續又有人，譬如那個甚

麼？那個須達多長者那些又送舍衛國的「衹樹給孤獨園」給他，這樣多又陸續有僧

團，有了地方了。

這樣，這樣一興起之後呢，於是佛教的勢力〔就〕陸續大了。陸續大呢，就壓倒

了婆羅門教。眾多〔教〕派思想之中，是只有佛教的勢力可以壓倒婆羅門教。婆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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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路衰落，直至到後來佛滅後，佛滅後第一百年，仍然是保持著佛教的本來面目。

所以叫做「原始佛教」。佛滅後的第一個世紀，佛在世的時候叫做「根本佛教」。

由「根本佛教」〔之後〕就是「原始佛教」；原始佛教之後，由第二百年起，即

第二個世紀起，就「大眾部」，第二個世紀開始，第一個世紀完之間。大眾就正式分

裂為「大眾部」，與「上座部」。初期就大眾部與上座部，但是在那二百年間，即佛

滅後第二世紀與第三世紀的那兩百年間，陸續分裂，分裂到有（成）十八部，或者二

十部。連上「根本」就二十部了。分支就十八部。這樣，自己分裂，小乘內部，本來

一個好好的教團，自己分裂。

陸續分裂，二百年之間，分裂到瑣瑣碎碎。這樣，（再）各派，即小乘各派陸續

分裂的時候呢，有一派，有一些尤其是南方人，成日供養佛塔的，這些人最初只是居

士，後來呢，有些出家人亦走去供養佛塔，因為何解呢？佛在世的時候，佛在世的時

候呢，有人問佛：將來如果佛涅槃後，那些舍利應該如何安置呢？怎樣供養呢？佛就

拿〔那〕隻鉢，拿〔那〕隻鉢蓋在那裏，拿〔那〕隻鉢蓋在那裏，拿起支杖豎起在鉢

上面，〔那〕隻鉢蓋在那裏，拿起支杖豎起在上面，他說：就照這樣的形狀，〔那〕

個塔，現在的舍利塔就這樣的形狀了，是嗎？照這樣的形狀，這樣呢，（再，將）他

說將我的舍利放進去。

聽眾：雲苓、白朮呀。

羅公：雲苓，白朮？我不用吃補的東西，我都不知多熱氣

聽眾：不是補呀，煲蜜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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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你估我飲甚麼才適合？我飲金銀花啊、白菊花茶啊那一類呀，我成日飲那一類

  的。我不用補的。

聽眾：那些不是補的，去濕的。

羅公：去濕都是啦。

好了，於是人們問他，我們怎樣供養？佛是這樣說：這些留給在家人供養。你們

出家人就自己修。佛塔的供養的事，我應該由在家人去負責的。是這樣的，最初

〔時）。這樣呢，於是佛涅槃了之後呢，各地就建塔啦，那些建塔呢，建塔要取很多

物資，又要〔用〕錢，對嗎？你出家人那裏有錢呢？無錢的，他們在外面乞食的，這

樣就〔一定〕是在家人〔建塔〕了。

起塔〔的〕是在家人，又供奉塔〔的〕亦是在家人了。初時那些出家人只是修

行，在家人一方面供養塔，一方面就供養那些出家人，這樣來到求褔。誰知呢，那些

塔呢，初初是只有佛骨的塔，〔到〕後來（整整下）連那些大德涅槃了，火葬後他亦

起塔了，搞到有一派叫做「制多山部」，「制多」即是那些靈廟，即是那些塔，〔起

到〕滿山都是塔，於是有些人，不知怎樣整，初初〔時〕只是在家人供養佛塔，後來

有些就連出家人都走去供養佛塔。這樣，於是供養佛塔就兩種人。

這樣供養佛塔的人之中，有些呢，漸漸有些人，是大眾部的，南方大眾部的人，

大眾部的人有很新鮮的思想的嘛，有進步思想的嘛，於是就搜羅很多即是《四阿含》

之外的佛經，本來大眾部就有一個叫做「雜藏」的，「雜藏」者，那些小型的，不

對！所謂「雜藏」者，是大乘經的來源嘛。本來「雜藏」就是大乘經。這些供養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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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大概與那些大眾部的因緣很深厚，尤其是與那些相信「雜藏」、相信那些新〔一

些〕思想的人的因緣就比較深厚些。這樣就，於是呢，謝謝！

聽眾：不用謝

於是那些人就覺得佛幾十年不會只是講了《四阿含》這樣少的。於是就將「雜

藏」內有些很簡短的一段少少的經拿了出來做核心，做核心，再去到處搜羅，因為有

好多私人的結集，搜羅那些私人結集的那些，有與這個核心有關的言論的佛說，將之

輯錄起來。漸漸就成為甚麼？那些叫做甚麼？大乘經的原形了。對嗎？不是現在的大

乘經，比較現在的大乘經簡單，大乘經，由核心變成原形。再有些大德或者有些學

者，再陸續搜羅，將每本的原形擴大它而成為大乘經了，一部部的、單行的大乘經

了。

大概那些崇奉佛塔的人的思想相當新鮮，他們就崇奉那些大乘經，最初出現的大

乘經是《般若經》，《般若經》。現在的人，所謂《般若經》，認為最初出現的是

《小品般若經》。即是鳩摩羅什譯的那本《小品般若經》。後來《小品般若經》再擴

大，就變為《大品般若經》。再擴大就成為《般若十萬頌》。於是廣、中、略、三部

《般若》齊全了。這樣即現在《大般若經》的首先的五分，叫做「根本般若」成立

了。《般若》太過繁雜了，太豐富了，於是有些人將「根本般若」裏面只是講「布

施」的抽出來，集中到一起，成為了甚麼？〔成為了〕《大般若經》裏的＜布施分＞

囉；＜布施波羅密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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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就將「持戒」的議論將它抽出來，再搜羅多些，加添下去，成為甚麼？＜戒

波羅密多品＞。於是六個波羅密多品齊了。除了＜根本般若＞外。又有些人稍為綜合

些的呢，注重「理趣」的，又搜羅出來成為甚麼？《般若經》「理趣」、理趣波羅密

經了。《般若理趣經》了。再有些人嫌太豐富了，如果這樣，那些人怎樣讀呢，於是

想想，《般若經》裏面主要的、大的主題有多少呢？

於是有些人就發現：所謂《般若經》內大的主題不外是二十七個而已，於是用二

十七個做中心，做主題，把《大般若經》裏面那些重要的、與這二十七個主題有關的

拿出來，拿出來後，那些主題都是《大般若經》內「須菩提」那些問答的，於是又安

回「須菩提」和佛的問答，就成為甚麼？《金剛經》了。這樣，所以《金剛經》比較

《小品》那些是後出的。再後些呢，那些人嫌、《金剛經》都嫌、都嫌麻煩了，於是

怎樣？於是有些人呢，再在、再在《大品般若經》的語句內抽出來，（抽出來）《大

般若經》裏面最尊的菩薩是那幾位：觀自在菩薩，文殊菩薩，彌勒菩薩那些，就找觀

自在菩薩，因這位久已成〔佛），「波羅密多時……」怎樣怎樣不知分了幾多的。抽

了它「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大般若經》內不知有多少：「色蘊是空，受蘊是

空，想蘊是空，行蘊是空，眼是空，耳是空，……」甚麼是空。一路「空」、

「空」、「空」、「空」、「空」下去，於是怎樣：一抓起來是甚麼？「照見五蘊皆

空」。縮龍成寸，就「照見五蘊皆空」。

《般若經》裏說：佛在說「般若」時，那四大天王，與天帝釋，與大梵天王那些

〔天神〕走來聽經嘛，聽完之後個個發願，佛就囑咐他們：如果是有誰依般若波羅密

多修行，你們一定要守護他，不要讓他被別人侵襲他，不要給那些魔來搞他，佛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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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吩咐。而四大天王與帝釋在佛面前約定：以後，佛滅後如果有人念「般若波羅密

多」，我們一定要保護他。是這樣說。

這樣（所以呢，於是呢，）有甚麼困苦時，只要他念《般若經》我們都要去保護

他。這樣就甚麼「苦厄」都「度」了。於是就「度一切苦厄」，最初是這樣來的。之

後，我現在的那本《心經》，我現在加了幾百字進去，如果有誰印，如果有人印，我

現在新〔寫〕的，就多了幾百字。多了幾百字甚麼？我在《大般若經》內抽了一段、

成段抽了出來。寫了在上面。

聽眾：正在印了。上次那些。

羅公：正在印呀？如果可以加我這段入去才好啊！

聽眾：打個電話問問黃玉蟬得否。

羅公：是呀！看看行不行啦，不行就另一個印再說。

那段「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一路至到「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

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

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

成套《心經》最緊要是這段嘛，這段怎樣？成段在《大品般若經》抄出來的！

《大品般若經》怎樣說？舍利子！又是這樣，叫了舍利子的，當時是佛叫舍利

子，「舍利子！色蘊不異空，空不異色蘊，受蘊不異空，（不是！）色不異空，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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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色；受不異空，空不異受。想不異空，空不異想。行不異空，空不異行。色不異

空，空不異色；」很長氣！這樣之後，《心經》將它一縮，就怎樣?「受、想、行、

識、亦復如是。」八個字。縮了後面很多句。下面就這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即是空，空即是行。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那《心經》將它一句：「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連這裏都縮了，下

文跟著，跟著就是甚麼？跟著《大般若經》，這樣：眼界，「眼處不異空，空不異眼

處。」一路數數落落的，然後，「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等等，跟著就空中，「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一路「無」下去，全部一樣。到最

後呢，「無智亦無得，」〔那〕個「智」呢，它用「現觀」，「無菩提亦無現觀。」

只是一點不同，〔其餘〕全部一樣。

所以我就將整段《大般若經》應該抄進去「注」那裏。讓人家一看就知道原來是

這樣。很有趣，這樣看下去。何解說念，是呀！為何會「度一切苦厄」呢？〔這〕個

原因是甚麼？不是、不是一味念《般若經》的文字可以度「苦厄」，亦不是修空觀可

以度「苦厄」，而是甚麼？你一念「般若」的時候，那些天神已經約定了，他要保護

你。這個甚麼？

所以呢，現在那個電視裏李居明講《心經》是可以，他沒甚麼錯，他講得沒錯，

那些是「帝釋」與「四大天王」、「大梵天王」在佛面前的約定來的。不過他又不

懂，可惜他。如果他懂，是〔菩薩〕這樣約定的，他〔就〕更（牙擦）了。這樣呢，

最初出現《般若經》，跟著就《維摩經》。《維摩經》的出現有個背景，那個背景就

是甚麼呢？〔就是〕居士過問教會的事情，在以前，小乘教會全部是出家人，男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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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切主，後期大乘興起，那些居士，因供養佛塔是那些（班）居士嘛，怎樣？居士

漸漸過問教會的事情，就反映在文字上就〔是〕維摩居士。

一般人這樣看法。這樣《維摩經》出現，《法華經》出現。這樣〔就〕出現就

「空宗」思想了，那時是沒有這個問題的。無人追問為何有「生死輪迴」？無這個問

題的。為甚麼？那時候印度社會除了那派唯物論者之外個個都相信「生死輪迴」嘛！

那用問？但現在不是，現在這個世界人家會問的。好像那次我在香港大學我講「十二

因緣」，講「輪迴」的時候，就是那個「調皮仔」就問我了：羅生，你對生死輪迴這

個十二因緣的講法，你認同不認同？我說：我認同。如果是霍韜晦、吳汝鈞就不敢這

樣說，就吱吱唔唔：這是印度人的一種思想而已。肯定是這樣。這樣也行，這樣撇開

免爭論，但我，他不夠我的氣魄。

我說：我認同！

他說：為甚麼你要認同呢？

我說：我找不到更好的體系呀！

他說：你找到比它更好的體系你會不會放棄？

我說：當然放棄！那有這樣儍的？不放棄？找到更好的都不放棄？不過我未找到。

我說：對不對？

他說：對。他說對。

我說：這樣，麻煩你幫我一個忙，找找看吧！你幫我忙找一找，但是這樣，你幫我忙

  找，叫我放棄佛說這套，你要告訴我這套東西有甚麼不對才行。你要走來讀

  一讀，再告訴我這套「唯識」怎樣不對才可以。那些「小乘」甚麼不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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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講我聽才可以。要先知道敵人然後才打敵人嘛！

我說：你有沒有研究一下？你想幫我忙，你應先看了我所看的東西才行。到那時我又

  要幫回你的忙囉。你看時我是老行尊嘛！你是新嘛，新入行嘛！我就幫你看，

  你看了之後就可以幫我打倒佛教啦。對不對？

他說：對、對！

我說：還有嗎？

他說：沒有了。

那個存在主義，你們出家人將來碰到這些人要學我這套東西，記著，這套東西他

們無可抵擋的。不要藏頭露尾（斯斯縮縮）說：這些不（過是）印度當時的思想而

已，我不過是一個學者，照〔樣〕介紹給你們聽聽，最多人是這樣的嘛！這樣不夠氣

魄。我認同！這樣才行。這樣呢。我們成日說人外道，說要破別人的外道，你要知道

人家外道才可破的，當時外道呢，都是「法執」。

講開吠檀多，這樣，婆羅門教一路衰落了，但是呢，由婆羅門教脫出來的六派哲

學之中，數論派沒有衰落，沒有衰落，勝論〔派〕亦沒有衰〔落〕，〔只有〕正統的

婆羅門〔教〕衰落。正統婆羅門〔教〕一路衰〔落〕，衰〔落〕到甚麼時候呢？衰

〔落〕到我們唐朝初年的時候。隋唐的時候，那個時候剛剛「唯識」興起之後，就

〔是〕「空」、「有」之爭，佛教徒呀，「大」、「小乘」爭，「大乘」與「小乘」

一路爭了幾百年。「大乘」之中，「空宗」和「有宗」又爭。「小乘」的十八部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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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爭，我同你爭。

結果呢，「爭」的結果就是自己毀滅佛教。正當「大」、「小乘」，「空」、

「有」之爭；與「大」、「小乘」之爭最劇烈的時候，佛教就變成怎樣？漸漸距離那

民間了，遠了，因為民間很多文盲，那些文盲最重要甚麼？最重要教他們念《地藏

經》，那些老婆婆要怎樣？最緊要教他們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這樣才適合。

不是！那些人高高在上，在那裏高談玄理。那班學者，你「破」我，我「破」你。成

天開口就「因明」，閉口、開口用那些「兩難法」，就是這些東西，成天在講堂上打

架，在辯論會上打架，這樣距離民眾太遠了，漸漸令民眾失去信心。

而正統婆羅門教裏面就有一個「聖人」出現，他們的聖人，這個叫做 Śaṅkara，

商羯羅（ Ādi Śaṅkara ），他出現，他固然學問很博，對婆羅門教的《奧義書》那些

他很熟。再進一步學佛經，學甚麼？學龍樹的東西。學龍樹的「二諦」之說，「勝義

諦」、「世俗諦」之說。

於是他用了龍樹的東西，拿了進去，解釋正統婆羅門，婆羅門教，建立一套新的

思想系統，於是那個系統叫做「吠檀多」派。Vedānta 吠檀多派。講到與佛教差不

多一樣，最高的真理，就是「勝義諦」，不可說，可說的，都是「世俗諦」。講「二

諦」。這明明是在龍樹處〔學來的〕；以前他都沒得這樣說的！他偷了過去，拿了過

去講。他最忌諱「唯識」的，因「唯識」講「種子」。

12



那個 Śaṅkara （商羯羅）最憎講「種子」。他特別要破「種子」，引用龍樹的那

派的見解來（到）破「唯識」的「種子」〔學說〕。都破得相當厲害啊，你不要小看

他，《吠檀多經》現在有呀，這裏有呀。《Vedānta Sūtra》呀。《東方聖書》有一

本，最好你們有人英文好的，翻譯，在英文翻譯過來，叫做《Vedānta Sūtra》。

《東方聖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金字的，燙金面的。裏面有《吠檀多經》。這樣呢，吠檀多興起了，它

〔很〕厲害，講學者的深奧與龍樹的一樣深，但他呢，他所排斥的呢，只是排斥唯識

宗，排斥「種子說」。要取龍樹的學說，講得相當…不會差，總知，把那個「梵」，

那個「梵」本來是「大梵天王」，把個「梵」講到與「真如」一樣。

講到與龍樹的「諸法實相」一樣。「勝義諦」裏面不可說的，〔這個）「不生、

不滅」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的那個「梵」顯現出來成為「世俗諦」，與

「現象界」，「有生、有滅」，這個「有生、有滅」都是幻相，實相的「梵」是「不

生不滅」的。實在就是龍樹〔學說〕囉！這樣呢，他呢，變得很高級的囉！與民眾還

不是距離很遠？

〔但〕它厲害，因婆羅門教本身有一套祭梵天，祭祀求褔的那套東西，它保留回

那一套東西，高級的人就多些理論，一樣照那一套修行，好像今天密宗那樣，低級的

只修那些求褔的，高級的又講學哲學，又修那套祈禱天神的東西，這樣即是「顯」、

「密」雙修是嗎？高級的人。低級的人只修「密」，高級的、知識高的人就「顯」、

「密」雙修。拉回那些民眾，不用出家的，包著頭，纏住，梳只髻，又可以有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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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講到高級，講到高的與龍樹、提婆差不多，但是他多了龍樹、提婆講

「空」囉。

有些人後來說密宗是龍樹〔創〕出來的，現在「是不是」還在爭論之中，他確是

保留他那套「學說」，原始是有祈禱天神的那套的嘛！即「雅俗共賞」。你明不明

白？高級知識分子他給你講那些龍樹「二諦」那套「學說」，叫你「修」，你就在這

裏祈禱天神時一樣是修「觀」的，好像現在密宗那樣。你如果是其他人，他就叫你祭

祀天神、求褔，祭祀、求褔就可以了。又要守「戒」。又守它的「十戒」、「五

戒」，一樣的。可以，真是「雅俗共賞」，你〔們〕佛教徒做不到這套東西。這樣就

大失群眾了，被它拉走很多群眾了。

於是它不叫婆羅門〔教〕了，舊時，它叫舊時的做 Brahmanism  婆羅門

教，Brahmanism，舊時的。它呢，就叫做 Hinduism 印度教了，即是「我們印度民

族的正統思想」來的。Hinduism （印度教）這樣現在那些，很多那些，幾多人就

〔例如〕：甘地、尼赫魯等等全部都是 Hinduism （印度教）的人物來的。這類

Hinduism （印度教）的呢，那個新的 Hinduism （印度教）出來呢，就叫做

Vedānta （吠檀多）。Vedānta。舊的，有些仍然要保守、復古的叫 Mimāṃsā 彌曼

差。這樣，（那個）當那些人收攬那些群眾時，佛教岌岌可危。

於是有些菩薩，有些大乘的人物，大概是空宗的、中觀宗的人物，就見到這些危

機，看到這些危機，於是用回那套〔理論〕，將佛教的內容穿起婆羅門〔教〕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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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拿了婆羅門〔教〕的祈禱天神的那套東西，放進佛教之中，於是怎樣：密宗了。

密宗啦。首先創立密宗的呢，最初那些各式各樣的文，大眾部的「禁咒藏」都有一些

啦，但那些沒有甚麼系統的。

真正有系統的，要到我們隋唐，南北朝、隋唐，差不多的時候〔才有〕，那時

候，即印度教復興的時候，佛教徒用回他們的手法來收攬民眾。這樣，於是那些人是

「中觀」派的，不是講「唯識」的那些。「中觀」派的。中觀派之中是那些人呢，都

是那些崇奉、崇奉「塔」的，來源就是那些人，為何知道呢？相傳說，龍樹菩薩在南

印度，南印度囉，見到個鐵塔，「塔」囉，甚麼「鐵塔」呢？所謂「鐵」者，即「顏

色如鐵」，你明不明白？可能用鐵鑄亦〔說〕不定，或者亦可能那些黑黑，半白半黑

灰灰色的就好像他那件衫的色，就好似鐵的色囉，石頭起的塔，很大的，可能裏面有

位老比丘，可能，就是說甚麼？龍樹菩薩用七粒白介子，那些介辣仔，芝麻一樣大粒

的，念咒，念到，他有神通，將七粒白介子打進去鐵塔，打開了。

這些自然是神話，或者他是敲門，敲開都〔說〕不定啦，〔進〕去鐵塔裏面，見

到一個叫做「金剛薩埵」，「五金剛薩埵」，說「金剛薩埵」呢，就受到「毘盧遮那

佛」的囑咐，叫他在這裏等人來〔向他〕傳授。他，毘盧遮那佛傳了兩部大法給他，

一部就叫做《胎藏界》，一部就《金剛界》。

你看看：「胎藏」，「胎藏」即是，「胎藏」那個字呢，即是那個甚麼字？英文

的 Womb，即女子的「子宮」，女子懷胎就是在子宮裏面，「胎藏」，聯想到甚

麼？初期，唯識思想未很〔興〕盛，很初期的，初期的唯識思想的時候，有一派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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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思想，唯識之前，即前期的思想是「如來藏」思想，是說我們眾生，眾生

有一個「真常的心」，這個「心」是包含有「佛」、「佛」在裏面的，「如來」即佛

的法身，如來的「藏」，如來的「胎藏」，而它兩部大法之中，一部叫做《胎藏

界》，《胎藏界》剛好取個名，「胎藏」與「如來藏」沒有甚麼大分別的，還有就

是，《胎藏界》裏所講的〔理論〕都是呢，都是著重「空」的。

《胎藏界》最緊要修這個「阿」字觀，「阿」者，「一切法本不生」嘛，一切法

本來不生。「阿」字的意義，「阿」者，不生也。這樣的「觀」法就是同空宗的一樣

囉。空宗怎樣觀？修觀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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