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多科學家，科學家是執著最重的。你不要說，你不要以為他學科學頭腦 (就)好

聰明，不是，絕不聰明。科學家。牛頓他就是「不聰明」的。你知嗎？就因為他「不

聰明」，所以他會搞出科學出來。他睡覺，被(一)個蘋果「呯」一聲掉到他身上，他

想：何解會這樣呢？蘋果掉下來，它的蒂掉了就掉下來啦，有甚麼「道理」呢！他就

想：為何這樣奇怪呢？它為甚麼掉下來？你又不飛上去(天)呢？正是(因為)如此，平

常人認為一點問題都沒有的，他認為是大問題，他養一隻大狗一隻小狗，他的狗要出

去大便的，他要在家裏開兩個洞(窿)，叫那個泥水匠開一個大洞、一個小洞。那個泥

水匠給他開一個大洞但不給他開小洞。他駡泥水匠：為何我叫你開兩個洞，你只開了

一個？我有兩隻狗，牠們如何出(去)？那個泥水匠告訴他：你開一個大洞，小狗就可

以出去啦！(但)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有這回事。是嗎？在他的傳記裏有寫這回事。

科學家的頭腦是這樣的了，「執」，那些「法執」很重。甚麼叫做「法執」？你

說。「執」，認為時間好像河流一樣，我們幾十年在上面一路游到這裏。 (之後)這

樣，時間是「假」的，對嗎？但科學家認為時間，不是，科學家認為時間是「實」

的，很多科學家認為這樣。他說，你說牛頓還沒有愛因斯坦那樣聰明呀，Einstein 更

加聰明些啦！發明「相對論」啦，都是一樣是執著。何解？他認為時間不是「絕對」

的，是「相對」的。《相對論》這樣說。「空間」，「空間」亦不是(絕對)的。牛頓

認為「空間」是「絕對」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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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我們在「娑婆世界」處，一尺闊，拿去「極樂世界」都是一尺的，對嗎？

再拿去東方「琉璃世界」那處，都是一尺的，Absolutely，是一尺就一尺。對嗎？絕

對、「絕對」的空間。但佛家認為「空間」無「絕對」。我們目犍連走了去另外那個

甚麼世界處，是嗎？走了去那個比丘隻鉢上面，(在)鉢沿(邊沿)上行，那個比丘說：

為何有個「人頭蟲」在這裏？那(旁)邊有個佛說：這不是「人頭蟲」呀，是釋迦佛的

弟子，他是神通最大的，他走，所以他走來的。無「絕對空間」的。那「絕對空間」

認為即是甚麼？

這個「虛空」是一個「大甕」，一個「大甕」，我們在這個「大甕」內游來游

去。例如現在從倫敦坐飛機返回來香港，即是由「大甕」的這一點飛到另一

點，Absolutely 是個「大甕」，一萬年前的「大甕」與現在的「大甕」是一樣，再

(過)一萬年後的這個「大甕」都是這樣，Absolutely、「絕對空間」。但愛因斯坦

說：不是，「相對空間」。

何解我們現在覺得這樣的空間一尺就是一尺？因為我們的地球是繞著太陽旋轉，

(這)個速度是這樣大，而那個太陽和那個九大行星合起來是一個  System，是一個叫

做「太陽系」。這個太陽系每六十年圍繞著那個銀河系的中心旋轉一次， (要)六十

年。每秒鐘行多少？整個銀河系又(整個)繞著「超銀河系」的中心又旋轉。又不知幾

多？那個數目你要查天文學才可以了。這樣，那個速度關係決定我們的「空間」這樣

的。如果假使我們從地球能夠走了去另一個星雲，第二個系統處呢，譬如我們夜晚見

到白白色的、西面的那粒「長庚星」，對嗎？那是一個太陽來的，那個太陽比較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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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陽大了好多的。譬如我們走到它那個系統裏面，(那)個速度(就)不同了，可能我

們一年，可能它(才)三天(也說)不定。

時間不同啦，空間(亦)不同，可能我們，我們，譬如你間屋有一萬尺，連花園有

一萬尺的，如果你搬了去那粒「太白星」上(裏)面的時候呢，可能變成芝麻那麼小都

說不定。你以為我有五尺幾高，可能去到那裏(可能)會縮小，縮到(一)條頭髮絲(頭毛

頂)那樣細都(說)不定的。因為你的「空間」是「相對」的嘛。因為時間亦「相對」，

「空間」又「相對」。就否定了牛頓的那個時間又「絕對」，空間又「絕對」，所以

它叫做《相對論》。但他有執著了，他本來就了不起啦，好啦，聰明啦，他又執著，

他執著甚麼呢？他執著有樣東西叫做「時空」。他(說)世界上有樣東西叫做「時

空」，Time Space。

「時」同「空」不可分開的，有件東西叫做「時空」，(是)整件東西。直的叫做

「時」，橫的就叫做「空」，「時空」是一件東西(來)的。執著「時空」實有，又是

「執著」。佛家就不執著，你們讀過《佛教三字經》未呀？有無人讀過？嗄？有沒有

(讀)《佛教三字經》呀。我讀過，初初讀佛經時，大概六十年前，初初讀，我現在還

記得幾行，一開首說甚麼？(「無始終，無內外，強立名，為法界。」)(「法界」)無

解的，有時，不一定當「真如」解，那個「法界」可以當宇宙解。「無始終」，時間

就無始、無終；空間(就)無內、無外，如果它，「空間」是相對的就「無內外」了。

你說這裏是「內」，外面是「外」，那個地球城，譬如你說這點是「內」，第二

3



㸃是「外」，一陣(不久)一個鐘頭(後)，這個地球已經轉了去那一(點)，這一點已經不

在這裏了。無所謂的「內」「外」的。「無始終」，「無內外」。時間無「始終」，

空間無「內外」。這 Time Space。「強立名」面，改個名叫它做「法界」，這樣就

不「執」了。硬要改個名。看這裏了，(「若是彼此，」)世界上，在「空間」裏面有

「彼」，有「此」，它叫做「彼」，這個叫做「此」，對嗎？彼此，「彼」就遠些，

對嗎？「此」就近些，有「彼」做「空間」嘛。

「俱不俱」，它們兩個一齊的。叫做「俱」，「俱」即一齊。「不俱」，有先後

的，不是一齊的，「時間」或者「空間」上「俱不俱」。有「遲」有「速」的，世界

上的東西。好了，為何事、為甚麼我們有這個感覺？有「彼」、有「此」、有

「遲」、有「速」？何解我們這樣奇，有這種感覺呢？必定有個原因。「遲」與

「速」，「彼」與「此」，這是甚麼？(「能詮之因，及此能緣之因，名『時』，」)

是「能詮」的語言。「能詮」的語言，Words 解甚麼？「能詮」，Words「語」，

為何我們會有這個「能詮」的語言呢，必有其原因，這個原因就是甚麼？就叫做

「時」。「彼」，「彼時」即是甚麼？

往時(舊時)，五十年前叫做「彼」，「此時」，現在，一九九一，「此」。「俱

不俱」，我同，我同我隔離的人一齊在(同)一年出世叫做「俱」，對嗎？我，或者我

做阿哥，他後我一些。就「不俱」。對嗎？「遲」、「速」，地下鐵路就「速」些，

對嗎？坐「巴士」就「遲」些。有「遲」有「速」。這些這樣的又「遲」、又「速」

的這樣的語言的原因，為何會這樣？(因)世界上有種東西叫做「時」。因為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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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樣東西，然後才有所謂「遲」、「速」。有「俱」，有「不俱」。

還有，能「緣」之因，何解我們能夠「知道」，「緣」就「知道」 (知覺、認

識)，我們能夠知道有「遲」、有「速」？就因為有「時」。所以我們知道有「遲」

有「速」，名「時」。明(白)嗎？聽不聽得明(白)？這個最難、最難解的，這些。

「若是東南等能詮之因及能緣(的)因，名(叫做)方」。何解我們有東、南、西、北，

這些這樣的語言呢？這些這樣的「能詮」的 Word 、Words 呢？原因何在呢？同時

能「緣」，我們為甚麼知道會有東、南、西、北，這樣的感覺呢？知覺呢，能「緣」

呢？一定有個原因的。(這)個原因就是甚麼？我們有「方」，這個「方」字就當「空

間」解。因為有空間 Space，這些叫做「方」。

「若是覺、樂、苦等九德和合(的)因緣」，它說：我們有知覺，又有快樂，又覺

得有苦等等，這些這樣的「德」，總共有九種「德」。這九種「德」會「和合」在一

起的，何解呢？這些，「和合」是甚麼原因呀？能起「智」，又能夠讓我們知道我現

在有「樂」呀，我現在有「苦」呀，有這樣的「智」。能起「智」，這樣呢，為甚麼

我們會這樣呢？

一定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是甚麼？就因為我有一個「我」，如果無 (這)個

「我」，我又如何得知有個「快樂」？又如何知有個「痛苦」呢？一定因為有一個

「我」，這些叫做「我」。再看下去：「若是覺、樂、苦等九德不和合(的)因緣

(呢)，(又)能起智相，(名意)」。這個叫做「意」，這個「不和合因緣」即是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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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解。不用，不用那覺、樂、苦等「九德」和合都起智慧的，這樣就叫做「意」。

這句這樣解的。何解會這樣解呢？不是我現在解了，你看看我引了注二十八你就知

了，看佛經，難就難在這樣，你看看注二十八，你自己看看，看看(注)二十八，給時

間你們看看。解，它說：「此中以德(來)顯其實體」了，以上就，講完「實」了，講

「德」了。「實」句講完了，講「德」句了。「諸德體者：眼所取一依，(就)名

『色』」甚麼叫做「一依」呢？

你看看注廿九，你們看(注)廿九，我講給你們聽，就這樣：「於一實上，(對於一

種『實』之上呢)，容有色、香、味、觸等德。」「容」即「可能」，可能「有色、

香、味、觸等」這樣的「德」，屬性的，「德(就)必依實，」「屬性」的一定要依附

在那個「實」、那個本質上的，「實」、「實」即是本質啦！「故色、味等」，就叫

做「依」了，「色」、「味」等這些「屬性」叫做「依」。這個「依」，這裏的

「依」字當「屬性」那樣解了。此諸『依』之中，祇色一(種)依是眼所取，故曰眼所

取一依(名『色』)。即是眼只能夠看到一種「屬性」而已，是看到甚麼？只是看到顏

色而已，明不明白？

看回那裏：「眼所取一依，名『色』。」「眼所取 (的)一種「屬性」，就叫做

「色」。「舌所取」的，這個「取」當「了解」。舌所取(的一種屬性)，一依，名(叫

做)『味』，「鼻所取(的)一依，名(叫做)『香』。」「皮所取(的)一依，(就)名

『觸』。」「色」、「香」、「味」、「觸」已經講了。「一實、非一實詮緣之因，

名『數』。」「一實、非一實」的那種「能詮」、「能緣」，「能詮」即「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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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就即是「能詮」，「緣」即「認識」，「因」就叫做「數」。何解？它即是告

訴你，甚麼叫做「數」呢？它的答案，譬如你問他：甚麼叫做「數」呀？甚麼叫做

「數」呀？What is Number？這樣問你，它答。它說：例如，我們說「實」有一

種，或者兩種，非一種，不止一種，為甚麼我們會這樣說？「能詮」，為甚麼我們會

「講」這樣的話？「能緣」，為甚麼我們會「知道」？一粒，兩粒，為何我們會知

道？一定有個「原因」令到我(可以)講得出來。有「原因」就令我們起這種「感

覺」，這個「原因」就是「數」了，這是「數」的定義了。明不明白？所以呢，哲學

家的頭腦是最怪的。世界上，你不要以為哲學家聰明呀，哲學家頭腦是最怪的。但是

你不要小看那些哲學家，就是有這樣怪的頭腦就整(發明)了很多東西出來。它這裏解

甚麼？ 「非一實者，(不止一粒實，一種實呢，即是)二以上(的)數，」這個就叫做

「數」了，「量」了，甚麼叫做「量」呢？

「量有五種：一、微性，唯二微果上有；如薩婆多輕不可稱，」「若可稱者但重

相形，非是輕也，此微性亦爾，唯最微名『微』。」這句怎樣解呢？它說：講到「分

量」呢，有五種「分」，叫做「分量」，第一種叫做「微性」，即最細的東西，怎樣

叫做「最細」的東西呢？它說世界上的那些「原子」，那些元素，是微粒子，那些

「極微」，「極微」就微到、細到了不得的，只是在理論上我們這樣講而已，實際上

我們是不能接觸到的，我們接觸得到的叫甚麼？叫做「二微」，兩粒，就這樣解的，

最細的那些微粒子，一粒，我們沒辦法知覺得到的，一定要兩粒，兩粒微粒子結合，

這樣就兩粒結合呢，就成為一粒。整「粒」了，就叫做「第三微」。第一粒就叫做

「父微」，古代的人真是難搞了，「父微」，「老爸微」。(「父親微」)第二粒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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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母微」，一粒「父微」(和)一粒「母微」呢，就產生第三「微」叫做「子

微」，這粒叫做「子微」，一個父親和一個母親結合就生仔，「子微」就這樣解啦。

但另一個解法就這樣：一粒「父微」一粒「母微」就產生第三粒叫做「子微」。這個

「子微」等於「父微」、「母微」的分量一樣大。這樣然後才見的，兩個解法。原來

這兩個解法，在印度都兩個解法。這樣呢，你將來你要研究「數論哲學」的話，「勝

論哲學」的話呢，你就、你就要怎樣，第一、你就拿我這個所印的書做基本，再拿那

本《勝宗十句義論》，用來做參考，你就寫到一篇叫做甚麼？勝論宗的哲學，單篇可

以寫，可以的，你可以寫這樣的論文，做碩士論文都得呀，如果你有創見做博士論文

都可以的，因它這些難寫，難寫就搞得妥它就得。所以現在有好多人呢，有些人好大

膽，他居然在大學講印度哲學，他都不知印度哲學的難講法，只是講到勝論派就夠

了，真真正正在這裏講都頗(幾)難，香港都找不到人，你找我，或者找霍韜晦、李潤

生三個去(講)都是勉強，勉強可以過得關(骨)而已，沒有了，第四個沒有了，在香

港。大陸有，找湯一介啦，湯用彤的兒子湯一介啦。台灣都無這類人，無呀，台灣都

無這類人。

研究這些的，印度的外道哲學都無。印順法師懂， (但)他不是很內行，印順法

師。台灣最博學的比丘就是印順(法師)啦。做這些最博學的就是印順(法師)。他的功

夫沒有怎樣放下去。他看懂了。它說所謂「微性」呢，就兩粒「微」，即一粒「父

微」，一粒「母微」結合之上呢，就我們，可以比較大些了，這些叫做「微性」，好

似「薩婆多」，「薩婆多」即佛教小乘的「說一切有部」，還輕的，不可稱的，不可

稱即輕到不能用秤來稱的，(輕到)「若可稱者但重相形，非是(真是)輕也，」如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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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是 「輕」 呢 ，輕到 不 可 以稱的 才 叫 做 「輕」 ， 「 此微性亦爾，唯最微名

『微」』。」這個，讀下去先，不要花太多時間啦！好嗎？

聽眾：好。

羅公：「下短性亦爾。」下面「短」，有個「短性」也是一樣，「亦已」即也是一樣。

這樣就「微性」啦。最細的那種東西叫做「微性」。「大」呢，第二種叫做「大

性」，甚麼叫做「大」呢？「二、大性，三微果等以上方有」，所謂「大性」呢，是

要甚麼？這粒是「二微果」，「二微果」，再加兩粒「二微果」下去，這粒是「三微

果」。「三微果」以上然後才有所謂叫做「大」，否則都不能叫做「大」。「大

性」。「三、(就)短性，唯『二微果』上有」，四、(就)長性，(要)『三微果等』以上

方有。」這樣，這個你慢慢想啦。「五、圓性，」甚麼叫做「圓」呢？那個「分量」

有個叫做「圓性」。那個「性」字作「狀態」解，「圓」的狀態。甚麼叫做「圓」

呢？「圓」有二種，一種就是「極微」，即是我們那些微粒子，極之細的微粒子。

不，「謂不和合父母真實極微(上有)，」即不是同，即不是合併而成為「父母極微」

的。那些叫做，即「父微」、「母微」本身不和合的，那粒細小到這樣的，它說細小

到這樣的微粒子是最圓的，最細的微粒子是圓的。「大」的「圓性」。另外有一種極

大的，這個大的宇宙。

好了，現在又談到這個問題了，西方的科學家、有些哲學家問：我們，我們住在

這裏的這個叫宇宙，這個 Universe 叫做宇宙，我們的這個宇宙是方形的呢？ 抑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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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形的呢？如果你說，你問佛教是不行的，佛教不承認有「空間」的嘛，對嗎？空，

無「時間」、無「空間」的嘛！這不過是一種甚麼？「分位」來的而已。佛教就不答

你這些問題的。那樣東西都無的，你問它做甚麼？即是說有一個人叫做，叫做「烏有

先生」，你問「烏有」(虛無、不存在的)先生幾長命？它不答你的。那個人都「烏

有」的，你問他幾長命做甚麼？是不是？這樣所以呢，如果你說承認「空間」是「實

有」，這個宇宙是「實有」的呢，這個「時間實有」。

他就可以問你的了：這個「大甕」實有，「空間」是實有，圓的抑或方的？「實

有」就一定有「形」的嘛！如果是有「形」，如果你說「實有」，這個「空間實

有」，他就問你啦，用「雙刀法」來問你，他用「兩難法」來問你。你所謂的「虛

空」是有形呢？抑或無形？麻煩你來答了。如果你說「有形」。好，問你：如果「有

形」的，不是「方」就「圓」，(要)不就是「長」，這樣現在請問你了，你說它「有

形」嘛，這個宇宙，這個「空間」是「方」？抑或是「長」的？抑或是「圓」的？你

說它「有形」嘛，你要答他啊。結果呢，那些科學家研究的結果呢，認為甚麼？圓

的，這個宇宙是圓體來的。不是方形，不是長形的，是圓體。因為何解呢？任何一個

中心放出去都是一樣，那個半徑都是一樣，一樣的，所以是圓的。認為這個宇宙是圓

的。現在的科學家，尤其是數學家，認為(是)圓的。

如果這樣說，假使你說這個宇宙是「有形」的，你就一定要答他是甚麼形，答不

出你就失敗。如果你說「無形」的，這樣，就「破」你了。「無形」的，這與龜毛、

兔角有甚麼分別？龜的毛是「無形」，兔的角又「無形」，然則你所謂宇宙等於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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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兔角，「無形」嘛！這樣(不就是)虛妄？虛渺？佛家最歡喜用這個所謂「雙刀

法」，把把刀都(另一面)有把刀，這邊用，另一面亦可用。「雙刀法」釋迦牟尼佛最

歡喜用，後來就龍樹菩薩又最歡喜用，再後來彌勒菩薩又更歡喜用，《瑜伽師地論》

常常(只是)用。

即是它問你：我還問汝，我還問你：是不是有形呢？還是無形呢？請你答，如果

有形怎樣怎樣不對，無形又怎樣怎樣不對，譬如問你，你說有一件這樣的東西，甚麼

甚麼，一個人會，會動的或者甚麼甚麼？譬如你說這樣，就這樣，它問你了。會有思

想，所謂這件東西是會有思想的呢？抑或無思想的呢？如果有思想就同普通人無分

別，如果無思想不就是等於龜毛、兔角，等於石頭一樣？它怎會有神奇的東西呢？都

是用「雙刀法」來到講。三個人最拿手這樣東西：一個釋迦牟尼佛，一個龍樹菩薩，

一個彌勒(菩薩)。「圓性」呢，有兩種，一種是極微、極細的，「二、 (就是)極大

(的)」，那個是甚麼？「空、時、方、我四實上有。」 (是)「空」和「時」之上，

「空」、「時」、「方」三種之上，和「我」。

這四種之上呢，就有這個「圓性」，何解呢？「以此四體」，「以此四體遍周圓

故」，這四種東西的「體相」都是遍於各處，是「周圓」的，這樣即是說數論、不

是，勝論派呢，認為那個「我」是「遍滿虛空」的。「一、非一實等差別詮、緣因，

名『別性』」。「一」或者「非一」等的差別，「一」與「非一」等的不同法的差別

呢，「能詮」與「能緣」的「因」呢，就叫做「別性」。「二先不至物今至時，名

(叫做)『合』」。兩件東西先前不黏著的，現在黏著了，「名(叫做)『合』，此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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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初合名『合』。」即初初一複合就叫做「合」。

它說，此別有三，(這個「合」有三種不同的「合」，)一、隨一業生，一種

「業」產生的，「合」。例如甚麼？「以手打鼓，」手打鼓就「合」了。手和鼓

「合」，一種「業」，「手有動作，所生之合；「業」是(指)動作也。」「二、俱業

生」，兩種「業」一齊生的，例如兩隻手拍掌，兩種「業」，兩件東西一齊生。

「合」，「兩手相合皆動作故」。「三、合生，」怎樣「合生」呢？無動作的，它自

然合的。例如甚麼？(「如芽等生。」)那些芽的長出(標生)，芽長出(標出來)，你說

它，那些芽長出(標出來)就是與空間合囉。

「無有動作，與空等實(相)合時所生之合也。」還有，(二先)、「先二至物不至

時，名『離』，」先(前)兩件東西黏合的，現在變成不黏著了，挪開了，就叫做

「離」，「此亦有三：初二翻合，」第一，第二種同(那)個「合」相反，即一「業」

生，多「業」、二「業」生，「如前可解。」「三、(呢，就叫做)是離生」，甚麼叫

做「離生」呢？「先造實果，由有他緣來離別之，果實便壞，與空等離，所生之離名

為離生」。由於「離生」的「合」，例如那個蘋果長在樹上(黏住棵樹)。遇著有打大

風的「緣」，有「他緣」來，令到那個蘋果同棵樹「別開」，離開，這樣，這種所生

的「離」就叫做「離生」。

以後呢，一路都是這樣囉嗦了，留給你自己回去慢慢理解(嗒嗒下)，就無謂浪費

時間了，這樣講法，很容易再解多一個半小時(鐘頭)，對嗎？你呢，現在知道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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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論」的哲學不過如此，是嗎？這樣呢，你如果將來說要取資料呢，就在這裏取，

你不拿資料呢就放下它擺入書櫃裏，不必理它，是嗎？可以嗎？這樣好嗎？這樣，勝

論(派)，數論(派)，「實」、「德」、「業」等，即是「法執」，是嗎？這樣於是

呢，古人就「實」、「德」、「業」等啦，印度就有，印度就有「自性」、「神我」

等數論(派)的執著，又有「實」、「德」、「業」等勝論(派)的執著，又有甚麼？再

講印度還有執著一個「梵」，有一個婆羅門(教)的執著，是嗎？好多執著。

中國呢？《易經》則有個「太極」，「太極」入面有「陰」、「陽」二氣，後來

那些術數家呢，執有甚麼？那些「陰」「陽」家執甚麼呢？執「有」，這個天地最初

甚麼都沒有的，只有五類，五類「實質」，叫做「金」、「木」、「水」、「火」、

「土」。五類東西，「五行」，這五類東西不斷活動，「行」即活動，互相摩擦就形

成這個宇宙萬物了。譬如：「地」、「水」、「火」，不是，這個「金」、「木」、

「水」、「火」、「土」。土凝聚得厲害(緊要)就變山了，水凝聚得厲害(緊要)就變

海了，變了河了。這樣，土加水兩樣凝(聚)到一起就變了泥漿了，是嗎？「木」中

呢，與「火」，「木」中含有「火」，所以鑽木就可以出火了，這個陰陽五行家，又

是法、又是有些「法執」，這個「法執」是由他的思想裏面假立的，根本很多是無其

事的。現在呢，中國以前(舊時)就這樣了。

現在呢，現代的那些科學家呢。牛頓就「執」有「絕對時間」、「絕對空間」、

愛因斯坦就「執」有「絕對的時空」。有些科學家執著有甚麼？那些微粒子，執著

「有」，等等。這些都是「法」、「法執」。這個「法執」都是由我們的思想裏面

13



「假立」一樣東西來解釋這個宇宙。

解回本文：「由假說我法，」外人說，外人這樣問：你說一切都是「唯識」，但

是世人又不是這樣說的，說有種種「我」，這個，那些「外道」和世間的人執著有種

種「我」，說這個是諸葛亮的「我」、那個是劉備的「我」、這是耶穌的「我」、種

種「我」。你佛教都執種種「我」的，這個證了「一來果」、那個證了「不還果」，

這個叫做觀音菩薩，那個叫做阿彌陀佛，這就是「我」囉！佛教亦有講各種「我」。

「法」呢，這就是有「我」啦，是嗎？「法」呢？印度外道，數論派執(著)有「自

性」、「神我」，勝論派執著有「十句義」、「六句義」，婆羅門(教)執有個「梵

天」，執有一個「梵」，遍佈空間的「梵」，你佛教裏面執有個甚麼？揭開本經，有

「五蘊」，有「十二處」，「十八界」，這就是「法」囉！你又說無的，「我」又是

無的，「法」又是無的？一切都是「識」變的，如何可通呢？外人這樣問。於是它就

答了：「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它說：由於假說有「我」，種種「我」，假說

有種種「法」，所以呢，有種種「我相」，種種「法」的相貌，生出來，出現了。所

謂「出現」者即是大家覺得它「有」，是嗎？種種「我相」種種「法相」出現，這

樣，你又說無？你又說「唯識」？是嗎？它就說：這些「我」、這些「法」呢，都是

假象，那些外道，與世間的人所講的「我」，所講的「法」呢，是由於他那種執著，

那種妄情，那種執著，那種妄情，虛妄的心推動他，令到他覺得有種種「我」，就假

說有種種「我」，假說有種種「法」，其實不是真有的，假說的而已。

這樣它說：外道的那種「假」呢，就叫做，外道和世人執著的「假」，又說這些

叫做「靈魂」啦，說那個「我」叫做「靈魂」啦，那些甚麼「三魂七魄」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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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甚麼？根本無本質、無實質的，「無體」的！隨著他的「妄情」，「妄情」

的執著，隨著他，就因為他有種種「妄情」的執著，隨著那「妄情」的執著而硬要說

它，本來沒有的那樣東西而說它有那樣東西，到底都是「假」的，這些叫做「無體隨

情假」，聽不聽得明呀？佛家的那些「假」呢，佛家又說有這個叫做「預流果」，那

個叫做「一來果」，這個叫做「觀音菩薩」，那個叫做「文殊菩薩」。還有，佛家又

說這是「五蘊」、這是「十二處」、「十八界」，這樣的「法」呢，就不是「無體」

的，是「有體」。

「無體」者就猶如龜毛、兔角，有體就「施設」，「施設」即假說，佛家所講的

「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與「觀音菩薩」、「文殊菩薩」，「一來

果」、「阿羅漢果」等這些「我」、這些「法」呢，就與外道那些執著「靈魂」，執

著有個「蘊」、「處」、「界」，執著有「實」、「德」、「業」的不同，因外道與

世人所「執」的就根本是「本無其事」，是由那個「妄情」執著的，它說佛家的那些

是有本質的，但不是「我」，不是「法」。怎樣呢？譬如說西方「極樂世界」有個

「觀音菩薩」，有「阿彌陀佛」，並不是有個實(的)「觀音菩薩」。有個實(的)「阿

彌陀佛」，而是甚麼？有一連串，有一個，有一連串有的「眾緣和合」的一個「假

體」的眾生，這個假體的「眾生」，他有了(因)「修行」而獲得(的)智慧，將它一路

發展，除去「執著」而證得某個階段的「果位」，證到「果位」，他就能夠「度」眾

生，能夠「現出」這個「報土」，這樣呢，其實他都是一連串的清淨的「識」而已。

不是有個「實」的阿彌陀佛的「我」。不是有個「實」的觀音菩薩的「我」，而

是一連串的，它那些「庵摩羅識」，每人一個「庵摩羅識」顯現出來這樣的狀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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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是「實我」來的，不是「我」，但他是有「體」的，本質是有的，有體。這樣

既然有「體」了，即是沒有一個「實」的「觀音菩薩」了？又無一個「實」的「阿彌

陀佛」？無「體」的，無(一)個「實」的「阿彌陀佛」，無(一)個「實」的「觀音菩

薩」，只有一連串的甚麼？生生不息的、而(且)是「無常」的那個「清淨識」顯現出

來的而已，那個「體」就是(一)個「識」來的，在(這)個「識」之上假說，「施設」

即是假說，假說(話)有個「阿彌陀佛」，假說(話)有個「觀音菩薩」，到底呢，如果

你執著它的呢，就不對了。

這種假法是「有體」的「假」，有個、有本質的「假」，是從本來是個「識」來

的，在「識」之上施設，在這一串清淨的「識」之上，「施設」說：這個叫做「阿彌

陀佛，」在那串清淨的「識」之上，「施設」說他這個是「觀音菩薩」，等等。是有

「體」，但是他不是真是固定地(硬嘣嘣)的坐在那裏的「阿彌陀佛」，不是固定地(硬

嘣嘣)地坐在那裏的「觀音菩薩」，是「有體」的、「施設」的，明不明白？叫做

「有體施設假」，或者叫做「無體隨情假」。不過呢，都是「假」！外道與世間的，

都是假說，就(叫做)「無體隨情(的)假」。佛家的那些「假」呢，叫做「有體施設

假」。

聽眾：它說這個「有體」是不是一定要講「清淨識」呢？

羅公：甚麼？

聽眾：是不是一定指「清淨識」呢？即是「有體」呀！

羅公：一定指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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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不是一定要「清淨」的「識」？

羅公：不是。

聽眾：不一定的？

羅公：陳文蘭，都是無陳文蘭的，你明不明(白)？

現在叫你做陳文蘭，是因為你有一串「識」，有一串「心」、「心所」，這串

「心」、「心所」是甚麼呢？不是永恆的，每一剎那都生滅、生滅、生滅，而且又

「眾緣和合」的，有一串這樣的東西，就在這串東西上呢，就「假名」為有個東西叫

做陳文蘭，這個陳文蘭是「有體」，施設(的)「假」，明不明？同「觀音菩薩」一

樣，他是「清淨識」的體「施設假」，你這個是「有漏識」的「施設假」，明不明

(白)？「有體施設假」。如果外道執著：這些叫做「靈魂」，這些是「無體」，根本

無這樣東西，「妄情」執著出來的，「無體隨情假」，同是「假」。一個就「無體隨

情假」，一個就「有體施設假」。都是「假」！是嗎？它由於假說有種種「我」，假

說有種種「法」，於是呢，有種種「我」的「形相」生起了，外道說種種「我」呢，

有些人叫做「我相」、「人相」，眾生叫做「壽者」，外道的「我」種種「相」。佛

教的「我」種種相呢，「觀音菩薩」、「阿羅漢」、「佛」、「法」、「我」，種種

相，都是「假」的，假設的。

「法」又怎樣？外道執著「實」、「德」、「業」，「自性」、「神我」這

些，那些是「無體隨情」的「我相」，佛家呢，不是！「法」是「無體隨情」的法

相， 佛家的是甚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是甚麼？不是「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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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謂「五蘊」是甚麼？這個「識」所變的現象，假說(話)有「五蘊」，假說(話)

有「十二處」，是「有體」，是「識」來(的)，假設說它有「五蘊」，不是真的有五

堆東西，不是真是這樣的，這是有「體」的，而是施設的「假」。於是外道有種種

「相」，「無體隨情假」的，佛家亦有種種有「體」施設的「假」，「我相」、「法

相」。「有種種相轉」轉就……

-完-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