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時時都用到這四種東西的，是嗎？「生」、世界上根本沒有一種東西叫做

「生」的，「生」完全是假立的名稱來的，何解？你說這個瘡「生」了，離開了你的

這個瘡，你就不會有這個瘡的「生」了。是嗎？這即是說，你這個瘡的「生」，這

「生」是「假」的，沒有一種實質叫做「生」。不過是你的瘡由未起而變為起的那種

狀態，在這種狀態之上假立而已，是一種「狀態」來的，是一種情況來的而已。即是

說，「生」，這是甚麼？不過是一種物質，物質的發展裏面的一個 Occasion，或者

一個 Case 而已。並不是有一種實質叫做「生」的。同時，老，「老」亦是「假」

的，譬如阿甲，他本來很「年輕」的，但現在這幾年他「老」了，世界上並沒有一個

「老」，離開了阿甲，並沒有一個阿甲的「老」，離開了人、離開那些眾生並無所謂

有一個叫做「老」。

所謂「老」者，是那些生物由茁壯的時候而變為衰退的時候的那種 Occasion，

那種情景，那種情況，我們就改個名給它，說這種情況叫做「老」了。「老」並沒有

一種「老」的「種子」而變出一個「老」的，在其他的「實」的東西，物質、精神的

現象，都有它自己的「種子」的，有「種子」的謂之「實」，無「種子」的名為

「假」。這樣那個「老」亦是「假」的了。是嗎？「住」、住在這裏，譬如我 Stand

在這裏，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 Stand，是嗎？因為何解？我這個傢伙放在這裏不

動才立一個假的名稱做 Stand 而已。是嗎？是一種情況而已；所以「住」。「無

常」，他死了，萬物都「無常」，世界上並沒有一種東西叫做「無常」，而是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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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無端變化，變動不居的那種情形我們假立的名稱，這種情況叫做「無常」了，是

嗎？是假的，這種叫做甚麼？這種叫做「分位假法」了。

「分位」兩個字譯做白話，就叫做「特殊的情況」，「分位」、特殊的情況，即

是英文的那個 Occasion。講到這裏我們知道，這一切現象都是「識」所變，現象之

中以「識」為根源，其他的都是「識」派分出來的。好了，現在「識」不講了。又撇

除了它。第一重就撇除了「本體」，第一重就連「本體」都講，就叫做 「攝相歸

性」。第二重，撇除了「本體」不講，只講「現象界」就「攝境從識」，「從識」、

「歸識」；是嗎？第三重，「識」是根源，不講「識」，只是講「識」所變出來的東

西，「識」所變出來的東西有些是「假」的，不過是一個 Occasion 來的，有些是

「實」的，有它自己的「種子」的。

這樣我們第三步就「攝假從實」，「假」的，「假」的就無本質的，我們只是講

那些「實」的，把一切「假」的東西回歸於「實」的。這又怎樣？一切經論以甚麼為

「體」？就以識，不是！「以聲為體」了。天臺宗的人就是「第一義中以聲為教

體」，就是這樣解了。其「實」不過是唯識宗「四重出體」的那種「攝假從實」而

已。何解呢？「以聲為體」只可以講印度文，天臺宗將它來解中國文不行的。何解不

行？唯識宗也是，不過它有「四重出體」你可以不用這一重就沒有那樣多毛病。天臺

宗只是說「以聲為教體」就有點不妥當的。何解呢？世界上的文字之中，有些是著重

聲音的，有些是著重形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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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我們世界的語言，語言的系統，那些 System，一個系統就叫做印歐系統，

印度 歐羅 巴系 統， Indo-European system ， 就 是甚 麼？ 包括 最老 的梵 文這 個

System，再由梵文慢慢派生很多，阿拉伯文、希臘文、拉丁文、日爾曼文，乃至到

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同一個系統的，這個系統完全以聲音為體，一切，很多概念

用聲音的曲折來表示的。甚麼叫做聲音的曲折？你們一讀英文讀一年就知道了，甚麼

叫做「聲音的曲折」，Eat，我們吃東西 Eat，正在食，Eating，將那個聲音 Eat 加個

ing 在那裏，那聲音，這個不就是聲音的曲折？聲音的屈曲？是嗎？有很多，譬如包

括甚麼？有一個 ed 在，加多個 ed 即是 ted、ded，加多一些，這個就是聲音曲折

了，是嗎？明不明白？

聲音曲折，我們中文就不用的，梵文也是這樣，梵文、譬如「眾生」那樣，「眾

生」、人，譬如人那樣，人叫做 Puruṣa， 人梵文叫做 Puruṣa，Puruṣa 做 Subject

就 Puruṣaḥ，如果做 Object 就 Puruṣam 的，如果它做那個 Indirect object，做那個

Preposition  object 就 Purṣeṇa 那 樣 的 ， 用 聲 音 曲 折 的 。 譬 如 一 個 出 家 人 那

樣，Bhikkhu，是嗎？或者 Bhikṣu，梵文就 Bhikṣu，就普通印度文就 Bhikkhu，比

丘了，玄奘法師就譯作「苾芻」，因他譯梵文的正音是 Bhikṣuḥ做 Subject，一句句

子裏面用來做主詞，叫做「苾芻」了，但如果，苾芻是指男出家人而已，如果女人，

就要加上 nī，Bhik unṣ ī，Bhik unṣ ī，加上 nī，加一個聲音曲一曲，這樣來表示的。完

全是聲音，至於加上 ne等等也是用來表聲音，是以聲音為主，所以，甚麼都是以聲

音為「體」的，謂之印度歐羅巴系統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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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系統是斯拉夫系統，俄國，俄國的語言系統是斯拉夫系統的，捷克斯拉

夫、南斯拉夫，這些系統都是斯拉夫系統。它與拉丁文、梵文是不同系統的，是另外

一個系統的。日本的大和民族她有一個大和系統，即另外一個系統。日本語是另外一

個系統的。我們中文又是一個系統的，我們中文的方塊字，一塊字只有一個音的，如

果是印度歐羅巴系統，有十幾個音一個字的。那甚麼 Internationalism（國際主義）

等等，幾個字都有的嘛。譬如一篇文，交卷了，我們中文的就「卷」，就一個「卷」

字而已，英文就兩個音 Paper 那樣，有些就三個音，四個音，五個音，十幾個音都

有，表示一種東西。

我們中文一個音表示一種東西，所以我們中文是另一個系統。是嗎？我們中文是

形音義的系統；方塊字的系統。那些以前巴比倫，那些又另一個系統。那些楔形文字

又另外一個系統，很多系統的。好了，「以聲為教體」，一切都是以聲音為體就適合

於印度歐羅巴的系統。印度整個國家的文字都是，印度現在通行的文字都是印度歐羅

巴系統。來到這裏我們不可不知，以為西藏文都是由印度文轉過去，絕不是！你學西

藏文，不是的！西藏文是另外一個系統的，不過有些文言模仿印度那些 Case，發捲

舌音是模仿的而已，真正的西藏語是另外一個系統的，不是印度歐羅巴系統的。

我們中國是另外一個系統，西藏文又不是中國系統，亦不是印度系統的。我們中

國是一個系統，我們叫做甚麼？中國人的文字系統，蒙古利亞系統，Mongolia

system。另外一個系統的。我們中國的語言系統何解說它用「聲為教體」在中國行

不通，何解？中國不用說聲，可以一塊寫出來的。是嗎？不過字的勾上勾落有不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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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以中國人可以以「聲為教體」亦得，以「形為教體」亦可，是嗎？而且以形為

主，中國很注重字形的。所以在印度那裏照搬回來，好像天臺宗「第一義中以聲為教

體」，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個不合國情的，不合中國國情的，唯識宗它只是

「以聲為教體」就只是一種，它只是「攝假從實」而已，它沒有說一定要用聲。是

嗎？中國文字應該怎樣？以形聲為教體，字形、字聲為教體，「攝假從實」而已。

「識所變」出來的東西有兩種，一種是「假」的，例如甚麼？那些「分位假

法」，一種是「實」的，真正有這會事的。所有「假」的都不要，「實」的，這譬

如，譬如我們講一句東西，譬如我們說：「諸法無我」，譬如我們說，這是一句句子

了，「諸法」，這個是主詞，「諸法是無我的」，這是敘述語了，是嗎？這樣，當我

們講這句話的時候，「諸、法、無、我」這是四句聲音，是嗎？聲音是「實」的嘛，

聲音是有空氣振動的，是「實」的嘛，是「實」的現象、是真的現象來的嘛。但是

「諸法」，這些叫做「名」，是嗎？「名」、Word「名」，「名」，「諸法無我」

整句包括有主詞，有敘述語，叫做「句」，Sentence，是嗎？「句」；一個個字

母，沒有的，中文無字母的，是嗎？名句。歐羅巴系統都是有所謂文，文即是所謂字

母，名句文，中國無字母的，就不要文。名與句是「實」還是「假」的？我問你，

名，名是「假」的，名是甚麼？聲音而已，譬如說正年，正甚麼？正常？你叫正甚

麼？

聽眾：正源。

羅公：正源，正源兩個字，「正」是聲音來的，「源」也是聲音來的，那聲音是

「實」的，是嗎？但「正源」這個名是「假」的，你明白嗎？是借那個聲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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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那個人而已！是嗎？是符號來的，是「假」的，你明白嗎？

名是「假」的，名是依靠聲音來表達的，那聲音就是「實」的，明不明白？譬如

說貓就說隻貓，Cat，Cat 字這個名是「假」的，但是那個 Cat、Cat 的那個聲音，那

c 的 k 的聲音、æ 的聲音與 t 的聲音是「實」的，明白了？聲音是「實」的，名是

「假」的，句亦是「假」的，是嗎？用聲來表示名，聲音是「實」的，名是「假」

的，積累幾個名而成為一個句，句亦是「假」的，再積累整篇句子，一句二句，例如

甚麼？《阿彌陀經》那樣：「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等等，一路

路長長的講下去，全部無數那樣多的句子，一句句子是「假」的，就一萬句句子都是

「假」的了，這即是整部《阿彌陀經》都全部是「假」的句，「假」東西，是句子來

的。句是「假」的，積名成句，名也是「假」的；但是聲音卻不是「假」的。這樣，

所以整部《阿彌陀經》就以聲音為本質，為「體」了。

「攝假而從實」，「攝假歸實」，一切、一切經論都以聲音為「體」，聽不聽得

明白？你一開首揭開唯識宗的人造的書，就一定有「四重出體」的，這樣「實」的就

是真，「假」的就不要了。但又有些不美滿，對是對的，但不太美滿。你說《阿彌陀

經》，譬如就以《阿彌陀經》來說，只是聲音，以聲音為「體」，這些全部是句子，

「假」東西來的！就好像失去了意義。是嗎？你想講《阿彌陀經》的本質是甚麼嘛！

現在就是否定一切，結果只是聲音，其他甚麼都是沒有的，這樣就不是很好。於

是產生一個將它來通俗化了，這個最通俗了，「假實別論」，「假」有「假」的對，

整部《阿彌陀經》都確是聲音而已，離開聲音就沒有的，這樣就「假」的了；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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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那些聲音是符號來的，兼且很多聲音又可以令到我們瞭解《阿彌陀經》的道理

的，是嗎？

聲音是「實」的，那些文字句是「假」的，一「假」一「實」都各有價值，各有

它的地位，分開來說，各有地位。《阿彌陀經》裏面那些一句二句的東西是「假」

的，是嗎？甚至意義裏，若離開那些聲音哪裏有意義？你想一想？譬如我們說聲音是

符號，若離開符號哪有意義可得？譬如說佛那樣，「佛」是一個聲音，Fug佛，是

嗎？佛的名是「假」的，只有「佛」這個聲音是「實」的，這個「佛」這個聲音，我

們聽了「佛」這個聲音，腦子裏就即刻起了一個概念：「佛」是西方的那位出家的王

子，釋迦老祖，（釋迦牟尼佛），「佛」。到底佛是甚麼來的？想下去？佛是一個符

號來的，是嗎？令到我們想起那些東西而已，令到我們想起，如果我們再徹底〔追

尋〕下去就根本是沒有東西的，因為我們一聽見說「佛」，就想起二千五百年前的一

位釋迦王子。

好，「釋迦」令我們想起了，我們腦內就一堆概念排列了：二千五百年前的釋迦

王子，我們叫他做佛，是嗎？是這樣多概念排列的，好了，那些概念你以為是「實」

東西來嗎？二千五百年前，那個「二」字是真的還是「假」的？不又是得一個二？

Yee 二？是嗎？「二」，一個符號，只有那個 Yee 是「實」的。那個「二」字，只有

那個 Yee 字表示「二」，二是甚麼？二是兩個，兩個又是甚麼？兩，Feun 兩，Gor

個，兩個聲音是「實」的，兩個還不是「假」的？你可以找到嗎？你再解釋，兩個

者，如此這般，有甚麼？沒有的。是嗎？一路追尋下去，空空洞洞的，不過我們今天

不是談論這個問題，我們只是談論這個「假」、「實」，「假實別論」，「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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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地位，「實」有「實」的地位，我們無謂爭執。

這樣，即是這個是甚麼？最高級是「攝境歸性」，一切都以「真如」為「體」，

是嗎？最高級的。那些禪宗那些甚麼「離言真如」，是最高級的；再低級就是你班人

講「唯識」的；再低級些，再低級些，「實」的才講，「假」的免談；最通俗的，最

低級「假」還是「假」，「實」還是「實」，兩種都對，「假實別論」，是嗎？ 這

樣就「四重出體」了，由高而低就「四重出體」。這樣的「四重出體」，窺基法師與

玄奘法師到最後說：我們應該用這種「假實別論」，他不是用「假實別論」，我現在

用「假實別論」。你如果看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他不叫做「假實別論」的，他叫

做「性用別論」的。激死你！看佛經就難在這裏的，那個「假」字，那個「實」字他

用「性」字來代表，那個「假」字他用個「用」字來代表，「性用別論」。

其實這些東西是當時那班人太得閒了。只是經論的本質是甚麼來的呢？他就搞出

這麼多重「出體」。不過免不了要瞭解它，瞭解了它你就不用與人爭論了，有些人，

你聽天臺宗的法師講，說：「第一義中以聲音為教體」之類。對呀！別人問你：他講

得對不對？你就說對，是嗎？何解？「攝假從實」就是「以聲音為體」。有些說：那

些不過是句子來的。對呀！這是「性用別論」。

譬如你遇到有人成日講，開口就「唯識」，閉口又「唯識」，開口就「一切唯

心」那樣講的，甚麼都是不外是「心」而已！很多人這樣講的，讀甚麼經？那些經不

外是心而已。「攝境從識」是嗎？你說：一切都不對，講都是不對的！一切東西都是

真如，真如是不可說的。那是甚麼？「攝相歸性」。各有各的地位，是嗎？你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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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爭，你就可以拿甚麼？我是如來佛祖的五指山，你甚麼孫悟空，跳來跳去都是在

我五指山下面的而已。

佛家這幾種講法很好的，特別是「唯識宗」講「四重出體」，講得相當好的。還

有那個「四重勝義」又是好的，等一陣又會講了，「四重勝義」。講回這個甚麼？

「非異非不異」，明不明白？就如「無常等性」，好像「無常性」與「無我性」，同

是一件東西裏面，又有「無常」，又有「無我」，到底這個「無常」與「無我」，是

「異」，你說它「異」又不對，你說它「不異」又不對，因此講到「四重出體」就順

便才講，「攝相歸性」是很高、很妙，是嗎？不了義，何解？那不用證「真如」了，

去廁所吸屎味就行了，就證了，對嗎？一切都是真如，但不行，所以明明是不對的，

是嗎？「攝境從心」，甚麼都是「識」。別人野蠻民族來侵害你的國家，你在那裏入

「唯識觀」就行了，是嗎？不用打仗了？無錢就一味作，沒得食就作「飽觀」就行

了？如果這樣〔就得〕，但不行，會餓死你的嘛！可見是不了義，是嗎？

「攝假從實」好些，但是「假」有「假」的價值的，你說「假」的東西就無價值

了嗎？是嗎？所以太過忽略了「假」的價值，又是不了義。唯有最了義還是最通俗的

是「假實別論」。好了，講到這裏，這樣「依他起性」與那個「圓成實性」是「非異

非不異」，好似「無常」等的性，「無常」、「無我」等的這些「性」兩者之間，你

說它「異」不行，「不異」也不行。好了，然則我們如何去；然則我們學哲學的目

的，最主要是要證得「體」，宇宙的「本體」，認知宇宙的「本體」，我們講而已，

說所有東西都是真如顯現的，得個「講」字而已，我們用甚麼方法去把捉這個真如，

去洞察這個真如呢？他告訴你，「非不見此彼」，怎樣叫「非不見此彼」？他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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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先求得、證得「圓成實性」，才能真正瞭解「依他起性」。

即是說你如果不明白，你不能夠把捉「本體」，你對於現象界你不能夠徹底明瞭

的，所以「非不見此彼」。非不見到這個「此圓成實性」，而可以瞭解，而可以真正

瞭解「彼依他起性」的，「非不見此而可以見彼」，至於用甚麼方法呢？普通是這

樣，我們舉「唯識宗」，甚至整個佛教的「形上學」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是用甚麼

呢？用禪定，用禪定、修止觀，修止觀怎樣？我們找個僻靜的地方，當然，不是成日

修止觀的，成日修止觀這是不通的，要出來做事的，不過當你要修，當你想把捉，當

你想研究「形上學」，想把捉「形上」的「本體」的時候，你就一定要用止觀做方

法，用止觀的方法，「止」就是 Stopping，把你的妄念停下來，停、停、停。觀就

Insight，在內部用你的智慧去觀察，用你的智慧去洞察。

這即是說，所以那些 人將那個「止」譯做 Concentration ，把「觀」譯做

Insight，Insight，就洞察。是在定中，這樣我們初學就修「止」，或者你想著鼻

端；或者想著丹田；或者想著佛像；或者想著「唵」字；或者想著「阿」字；或者想

著月輪，這些通通都是手段來的而已，可以令到你集中精神，當你集中精神的時候，

你就要撇離這些了，撇離了這些後你就修觀，「觀」、觀察，觀甚麼？作「無常

觀」，普通小乘是「無常觀」，觀現象界的一切是「無常」，「無我觀」，普通就是

「四念住」，觀身不淨，制伏我們的那些外念，「觀受是苦」，我們不要貪戀那些享

受，「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察我們的心，我們的心識每一剎那都「生

滅」、「生滅」、「生滅」那樣，「觀法無我」，觀一切法都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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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觀、觀得多，在「意識」裏面反復出現，當你出現的時候即是所謂「參」了。

依著邏輯去得到一個結論，那個結論，那些經論不過是指條路給你行而已，依著

它指的路你行，或者你自己創一格都可以的。得到了一個結論是確是「無我」的，不

會是有「我」的，確是「無常」的，不會是「常」的，將結論時時反復思維，反復思

維的結果即是甚麼？即是洗腦，講得不好聽即是共產黨那套洗腦，有時洗腦真是很有

效的。你看美國有些魔鬼教，它給你洗腦時，很有效的。它成日講那套東西，成日唸

那套東西真的搞到你發狂，要自己犧牲，自己獻自己的生命出來，甚麼都願意的，洗

腦功夫，其實「觀」就是洗腦，修止觀又好似一方面就是自我催眠，一方面就洗腦。

講得好些就是在「意識」裏反復出現，是依著邏輯反復出現，然後得出結論。當你在

想的時候就叫做「觀」，你成日想不行的，想完之後你就停一停，不再想，不讓那些

雜念起，這樣「止」完就「觀」；「觀」完就「止」，「止」完就「觀」；「觀」完

就「止」，反反復復地練習，練習到觀得純熟的時候，你每次觀，觀到最後得一個結

論，一得到結論的時候保持一個結論不散。

譬如「無我」，是「無我」，你只是覺得是「無我」的，那時，你說它「止」，

是不是「止」？不是「止」，他還看著那個「無我」這個觀念的，你說它「觀」，它

卻沒有動，只是「無我」而已，既非「止」，亦非「觀」，但又是「止」，又是

「觀」，那時叫做甚麼？叫做「止觀雙運」了，就在「止觀雙運」的那種情景之下，

「見道」就一定是「止觀雙運」才會「見道」的，怎樣「止觀雙運」，就覺得怎樣？

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那樣。確是「無我」的，怎會「有我」？講你都不信的

了，就到了那個境地。那時候還有概念的，有名相、有概念的，這時你就要「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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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名相來的，一切都是「無我」，連這個名相都是「無我」的，「無我」就即是

「無自性」，一切都「無自性」的。

「無自性」亦即是「空」，萬物都是「空」，人又「空」，物又「空」，那個

「空」亦是「空」，「空亦是空」不過是一句子來的，「空亦是空」這個句子亦是

「空」，我知道這句子亦是「空」的智慧，「空」不「空」呢？這個智慧亦是「眾緣

和合」而生，亦是「空」的，我的智亦是「空」的，境是「空」，智亦是「空」，

「境空」即是忘記了物，「智慧空」就忘記了「我」，中國人叫做甚麼？莊子叫做甚

麼？「物我兩忘」了。莊子裏面，《齊物論》的裏面怎樣說？「今者吾喪我，汝知之

乎」？是嗎？我不見了那個「我」，覺得「物我相忘」，「物我相忘」的時候到

「家」未？未。那時候，好像那條溪水，那些沙泥就〔已經〕沉了，沙就沉了，沙最

混濁的，沙就全部沉在底了，但還有泥微的，有泥微都不能叫做「到家」，禪宗說

的，即是說要泥微都沒有了，那些才是清水。

你這樣說，「諸法無我」只是一句句子來的，都是「空」的，物是「空」的，

「我」也是「空」的，以為高了，誰不知都未夠高，還有「物是空的，我也是空的」

這兩句，你來來回回都「空」不了這句。所以，當時有一個和尚，有一個天臺宗的和

尚，是溫州和尚，他好寫詩的，寫首詩送給我，問我閒來做甚麼？我在昆明。我說：

我得閒學打坐。〔他問〕：打坐有甚麼境界？我說：無甚麼境界的。他就送一首詩給

我，兩句詩真的很好。「勿許沙沉溪水靜（淨）」，他說，你不要以為那條河流的那

些沙沉了下去，你以為那些溪水就淨的了，這個淨他寫那個「靜」的，兩個「淨」都

得了，「到家還在去泥時。」你想回到老家，要連到泥都沒有的時候，泥微都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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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那時才是「到家」，「到家還在去泥時」。這個天臺宗和尚，這個溫州佬真是

好好詩，他寫得境界非常之好，他真了不起。

最怕還有少少泥，即是還有一些概念，還有一些殘餘的概念，「泥微」就是那些

殘餘的概念，你不能撇開，你撇開那個概念只有兩條路：一、打瞌睡，睡著了；一是

打瞌睡。二是甚麼？見道，沒有了概念，那種超越的智慧直照出來， 「照見五蘊皆

空」了，那時照見了。沒有了，在內心之內一無所見，一無所見你怎知那個就是真

如？所有東西都是真如，你個心裏面都是真如。你個心裏面證得真如，即是證到宇宙

的真如了。在一個水氹裏面嚐到水味，就全世界其他水都是這個味了。這個要記住，

還有， 憨山大師的， 憨山大師有兩句詩非常之好的。他怎樣說？

聽眾：我擦〔黑板〕。

羅公：我寫過的，這句詩，現在再寫就更明白了，「荊棘叢中藏足易」〔荊棘叢中藏

足易，月明簾下轉身難。〕好多紛雜思想你將它來 Concentrate，控制著它都

還容易，到最後剩了一點點，那個「空」字你不能撇得去，「荊棘叢中藏足

易」。到了「月明窗下」時，甚麼雜念都沒有了，「月明」，好像「月明窗

下」的狀態那樣，那時你就知道味道了，「轉身難」了，你想把那些概念劈去

就是最難的。相傳說這是憨山祖師將近見道的時候，他體驗到的一首詩來的。

好啊！兩句詩真的寫得很好。所以你們說宋朝的那些宋詞，那些境界寫得好，

我說這些境界比宋詞還好。

講回本題了，到了那時，「止觀雙運」的時候，還有些所謂「泥微」在，這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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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東西你就一路揚棄，物又「空」，我又「空」，知道「物我皆空」的那種智慧亦

「空」；知道這種智慧是「空」的亦「空」；知道這種智慧是「空的亦空」的那種情

境亦「空」；一路撇、撇、撇，即是甚麼？一路在精神上進展，一路揚棄，一路揚

棄，揚棄到最後的時候，這句就信不信由你了，你就不要問我了，就是甚麼？忽然間

是所有概念沉沒的，無概念的，有一種純粹的經驗，一種純粹的 Sensation，純粹的

感覺，或者純粹的 Pure experience 的出現。

那時無所見的，但不是無，只是無概念，而不是無的。那時，那個就叫做「無分

別智」，那時在你「所見」的狀況來說就叫做「真如」。在你「能見」的那種力量來

講就叫做「般若智慧」，叫做「根本智」，那時你就「見道」了。見了「道」之後一

會，那概念又起了，那時就叫做「後得智」了，就回憶起「見道」的狀況，知道原來

所謂「真如」也者就是這個東西。很歡喜，「極喜地」了：啊！前所未有的，我現在

得到了。這樣，用有概念的「意識」，有概念的智慧來回憶那種狀態，體味那種狀

態，那時候叫做「後得智」。到「後得智」起之後出定，你就出去教化眾生了。

所謂「非不見此而可見彼」，如果你真正、那時你就真正瞭解「現象界」了。那

時你就真正體驗到，所謂「現象界」者，就是我的「識」變的，亦即是「真如」的顯

現，那時你就是體驗到的，別人講你都不信的，別人說你不對，你都不肯放棄的，因

為你「見此」，已經見過此「圓成實性」，「圓成實性」即是「真如」。

你一見「此」，所以你就見到「彼」了，瞭解了這個「依他起性」，說「依他起

性」是「空」的、「幻」的，原來是這樣「空」法，原來是這樣「幻」法。「非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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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圓成實性」而可以說你真正瞭解這個「現象界」的「依他起性」的。聽不聽得明

白？你聽不聽得明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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