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已經講了「三自性」了，「三自性」是甚麼來的？是「唯識」以外有

「三自性」嗎？「三自性」不就是「唯識」？那個「圓成實性」是「識」的實質而

已，「依他起性」是「識」的「現象」而已，是嗎？「遍計〔所〕執性」是「識」的

「妄執」而已。這樣，外人又會這樣問了：你講「三自性」，算你講通了，是嗎？但

佛經裏又成日講「空」的，幾百卷《般若經》就成日講「空」，那你又講那麼多，那

麼多那個「識」又變這樣、變那樣，但是《般若經》一個「空」，一切皆「空」就了

事了，「空」是甚麼？「空」即是「無自性」就叫做「空」了，「無性」、「性」就

是實質，無實質，就叫做「空」了，所以說一切東西都是無實質的，就是「空」了，

你又說「唯識」，又說「真如」，又說「圓成實性」、「依他起性」這樣混亂，現在

我「空宗」都一樣是這樣說的！

看看「中觀」就行了，那樣說，「空」的，瞭解「空」字就行了！連到印順法師

早期都是這樣說，現在晚期就不會了，早期印順法師都是這樣說的。爭論，印順早期

就是爭論這個了，爭論甚麼？爭那個「依他起性」，「唯識宗」說「圓成實性」是

「有」的就無疑了，但「依他起性」是「有」的抑或「空」的？「唯識宗」說它是

「有」的，「中觀宗」說它是「空」的，〔爭論得〕最緊要，「唯識宗」與「中觀

宗」的矛盾最緊要就是那個「依他起性」的「空」、「有」，「中觀宗」的人說「依

他起性」是「空」的；「依他起性」即是「現象界」，「空」的，「唯識宗」說「不

空」的，怎樣？其實兩個爭就無謂到極，當他們爭論這裏的時候，兩宗對於「空」字

是不同的解法，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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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宗」解這個「空」字就是甚麼？「非空非有」，「中觀宗」解這個「空」

字，為何「非空」呢？緣生如幻，「眾緣和合」就生起，猶如幻象，所以緣生則現，

所以「非空」，但是它「無自性」，所以「非有」，即是中觀宗的人所謂「空」就是

甚麼？緣生又「無自性」，緣生所以「非有」，哦！「非空」，「無自性」所以「非

有」，那個「空」字作「非空非有」解的，而「唯識宗」解，就當那個「空」字是

「不存在」，才叫做「空」，緣生就不是「空」，因為「眾緣和合」而生就是存在，

最低限度一生起的時候就存在，所以不「空」，這即是說怎樣？

「依他起性」是「眾緣和合」生出來的幻象，幻象你說它不實在就可以，你說它

不存在就不行，所以「依他起性」這個「現象界」是存在的，你說它幻，幻是一回

事，幻術幻出來的東西是幻，但它不失為〔存在〕、幻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存在的，

幻術是存在的，幻都是存在的，所以「依他起性」是「幻有」，不是「空」的，「遍

計所執性」就是「空」，大家都承認它「空」的，沒有的，爭就是爭論「依他起

性」，印順早期都這樣爭，其實很無聊的，這種爭法。

前日禮拜三，昨天禮拜四，有一個人同我講，他說，他太好心了，他就見到那個

人看佛經，他就買了一本這個日本人的《唯識三十頌講話》，就送給他看，這個人

說：這本書很好，叫他看。那個人答他：唓！這本書那裏行！你要看《中觀》才行

的！看這些東西做甚麼？〔朋友〕：看中觀看甚麼？印順法師那本《空慧學探源》

（《性空學探源》）啦！《中觀講記》啦！他介紹，要看這兩本才行，你看「唯識」

那裏行？那個人講給我聽，羅生，你說怎麼辦？我說：你告訴他，你不要同他講，你

說我說的，你說羅先生說，叫你讀多些書，少講話，你說羅生要侮辱你，你不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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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在這裏聽，你不在，你沒有聽，後來他還請吃我宵夜。

我說：這種人，要侮辱他，你說我侮辱他，你有本事就打我。你說羅生說你不識

〔佛學〕，要讀多些書，叫他不要講，你都未讀過，這本書你都未讀過，你如何知到

「中觀」最好？而且「中觀」是印順三十五歲前的看法來的，現在他都要放棄這些

了，現在他都是講大部頭的東西了。這樣就「三自性」講完了。講「空」，「空」就

「無性」了。他說：佛經裏又講「空」，那怎麼辦？它這裏解答，「空」有三種不同

的「空」，「空」即是「無性」，不存在，「無性」了，有三種不同的「空」。於是

他解答「三無性」。好了，休息一會先。

「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無性。初即相無性，次無自然

性，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性。」P.205

這裏。它說佛在那些《般若經》裏面就說「一切皆空」，一切都「無自性」，你

又說有一個「識」可「唯」，又講有個「圓成實性」的「真如」，這樣豈不是與《般

若經》相違反了？他說不是，他解答：「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佛為了破那些

人的執著。因為佛最初在鹿野苑一帶，就為那些「聲聞乘」的根基的人說「四諦法

輪」，講「我」是「空」，但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那些他並沒有

說它是「空」，所以就變成「我」雖「空」，但是「五蘊」、「十二處」、「十八

界」等等那些法就變成「有」了，「空」就不存在；「有」就存在，佛因為那些「小

乘聲聞人」雖然依住「四諦法」去修行而證得「阿羅漢果」，但仍然執著「五蘊」、

「十二處」、「十八界」是存在，是「有」的，佛為了破他們的這種「執」，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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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種所謂「法執」，因為「小乘人」是不用斷除「法執」的，這樣就鞭策他們，他

的對象就是對那些有「大乘種性」的人講，破「小乘人」的「法執」，所以他說「一

切皆空」。

「一切皆空」那幾個字是未免誇大些的，矯枉過正，其實是應該分別的，「一切

皆空」不是這樣簡單一腳踢光、全部「空」掉的，其實「空」有三個層次的，即是有

三個層次的「空」，所謂「空」即是有三個層面的「空」法的，這三個層面就叫做

「三種無性」，「三無性」，「空」的三個層面、「三無性」，他說：《般若經》不

過是籠統些去講而已，所以《般若經》都是「不了義」的經來的。六百卷《大般若

經》在「唯識宗」來說是「不了義」的，「不了義」不一定很差，譬如我剛才說，那

個甚麼？最高的「攝相歸性」是最高級的了，但它也是「不了義」的，是嗎？這樣

「般若」不是不好的，但它不是「了義」的？是嗎？它不是坦坦率率，一就說一，二

就說二，有就說有，沒有就說沒有，它不是這樣，一腳踢光，沒有的！所以它是「不

了義」的。

他說：佛在另外的〔經〕，在《解深密經》裏面，亦曾經將這個「空」分開三個

層面來解釋的，叫做「三無性」，即是說「空」有三個層次的，如果你們想看「三無

性」的講法，就請你們看《解深密經》有三無性，＜無自性相品＞，《解深密經．無

自性相品》，這個「三無性」，你看起上來三種都是無的，但不是的，這個「三無

性」是「三自性」的反面來的，「三自性」即是甚麼？「圓成實自性」、「依他起自

性」、「遍計〔所〕執自性」，他說：這個「三自性」是從「有」的方面講，「三無

性」就是從「無」那邊講而已。其實「三自性」即是「三無性」，這個「三自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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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都包括在內的，何解呢？他先講：「即依此三性」，他說：佛就是依據這個

「三自性」而另外建立，「立」即是「說」，說三種「無性」，依這個「三自性」而

說「三無性」的。怎樣呢？

第一、是依「遍計所執性」而說「相無性」；即是「相無自性」的「性」，

「相」者，不止本質是沒有，「相」即是「屬性」、「特性」，連「屬性」都不存在

的，即是甚麼？「實我」、「實法」根本不存在，連到，不止本質是沒有，連「屬

性」都不存在的，「相無」，這個「相」即是「體相」與「相狀」都包括，「體相」

即是本質，「相」是「相狀」，「體相」、「相狀」都沒有的，都不存在的，叫做

「相無性」，例如甚麼？實我、實法，龜毛、兔角這一類，根本不存在的，這些不存

在的東西，「體」、「相」都無的，叫做「相無性」，「相無性」不就即是「遍計所

執性」？

「遍計所執性」本質是無、不存在的，連「相狀」都是虛構的，你的主觀妄情虛

構的，所以佛就依據「遍計所執性」用另外一個角度，另外一種講法，說「空」的，

這個「遍計所執性」是「空」的，這個叫做「相無性」，這個就真真正正是「空」的

了，沒有的。記住了，「唯識宗」所講的「空」是「不存在」，而中觀宗所講的

「空」就是甚麼？「無自性」而又緣起，「無自性」又如幻，緣起、如幻，無有「自

性」與緣起、如幻，包含兩個意味的，「中觀宗」。所以，辯論就最怕辯論的概念定

義不一致，你就成日〔辯論〕一千年都搞不定，是嗎？要先搞到大家的定義一致才可

以的，因為「中觀宗」與「唯識宗」的那班人根本就沒有當面辯論，你就拿著你那本

書來駡他，他又拿著他本書來駡你，兩宗很少對論的，只有真正對論就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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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法師回來之後很久，印度發生了二人對辯，當時是「中觀宗」最有名氣的，

就是那爛陀大學的住持，那爛陀寺的主持，叫做月稱和尚，現在在西藏，宗喀巴很佩

服月稱的，月稱做主持，「唯識宗」就只有一位居士而已，叫做月官，月官居士，走

去找月稱，找他辯論。月稱這個人很難得，這人到底是有些脾氣，我說他只是小菩薩

來的，人人講月稱很了不起，我不佩服他。他（月官）走去那爛陀寺要見月稱，月稱

想，為何這居士要走來見我呢？就問他：你讀過那些佛經？他答：我只是讀過那本

《千佛名經》而已，你們那裏有一本，《金剛名號》？是嗎？

聽眾：《千佛名號》。

羅公：是，《千佛名號》，我只是讀過那本經而已。那本經只有佛的名，甚麼都沒有

的，意思是暗示甚麼？佛所講的一切我都讀，他說我只是讀過這本而已，其他

我沒有讀過。月稱很聰明的，他說：現在的人有膽量講這句話的，只有月官居

士而已，即是說你甚麼都識嘛！我所知〔只有〕月官居士講，莫不是你就是月

官？你來找我辯論是嗎？

〔月官：〕是呀！人人叫我做月官的，我無所謂叫做月官不月官的，是別人稱我的。

〔月稱：〕好吧，你留在這裏，就在這裏住吧，居士身在這裏住，你怎樣？

〔月官：〕我要與你辯論。

〔月稱：〕好呀！

於是開首辯論，一連辯論了七年，一定不是日日辯論的，或是每多少日辯論一

次，每次一個時辰那樣子，七年都未辯論完，那些聽眾是大家各有擁躉的都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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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家在最後那一日，大家起來唱一首偈，即是唱詩那樣，唱一首頌，那首頌宣佈

月稱不及月官。你看多羅那他的《佛教史》（《印度佛教史》T ran thaā ā ），唱一首

甚麼偈呢？那首偈怎樣？兩個譯法的，龍樹，龍猛，兩個人辯論的，多羅那他的那

本，你們買到嗎？

聽眾：有。

羅公：他們倆個人辯論的，多羅那他，T ran thaā ā 那本，有沒有？你們買不買得到那

本書？你買到？兩本的，台灣一本的，大陸一本，你那本是台灣還是大陸的？

聽眾：大陸的。

羅公：大陸那本好，台灣的那本是節譯，何解？人家一講神通的東西，它就說不合

理，就略了別人的去了。其實你翻譯要忠實，人家講神通是人家的事。你買不

買得到？是大陸的那本？你去哪裏買到？現在沒得買很久了。

聽眾：是呀！很久以前買下的了。

羅公：龍樹、提婆的論，有關，依稀龍樹論，有些人講就沒有提婆的，這個譯，龍樹

藏文怎樣我不知，龍樹、提婆的論有「藥」亦有「毒」，其實一味講「空」是

有「毒」的，難勝，「難勝」即是彌勒，彌勒的名叫做阿若（逸）多菩薩，阿

若（逸）多即「難勝」那樣解，難勝與無著這兩個人的論就是群生甘露，大家

唱這首詩來結束了它〔辯論〕。

那本書，多那羅他這個人，你讀完他的那篇詩你知他偏向「唯識宗」的，大概他

對「中觀宗」有多少不滿意，尤其是對黃教不滿意，你知他是誰？他本來是白教的，

多羅那他不是黃教的，那個達賴逼他，要他改信白（黃）教，於是他不能不改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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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白（黃）教後心裏不是很高興，於是就改過一個名叫做哲布尊巴，哲布尊巴尊者

（哲布尊丹巴），就是他了，一改哲布尊巴以後就是黃教的大德了。這樣霸道，那個

達賴，達賴他時時要人改宗的，很多白教徒被他逼著改宗的，紅教也不知有多少被他

逼的，那諾上師都是在西藏被他逼，還奪去了他那間寺。

好了，「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那個「立」字當「說」，說「三無性」

的，「假說」那樣解，是依這個「三自性」而假說有「三無性」的。「初即相無

性」，第一個「無性」就叫做「相無性」，「體相」和「相狀」都不存在的，那個即

是「遍計所執性」而已。「次無自然性」，第二個「無性」，第二個「無性」叫做

「生無性」，詳細就叫做「生無自性」的「性」，簡稱就叫做「生無性」。「生無

性」又叫做「無自然性」，第二個是在「依他起性」的另外一個面、一個角度來看，

它都是要「生」，「眾緣和合」而「生」的，所以它是「無自性」的，是靠「緣」

的，叫做「生無性」，「生無性」又叫做「無自然性」，不是自然，「自然」即是

「本來」，本來有的，是要「眾緣和合」才能有的，「眾緣」一散它又沒有了，所以

叫做「無自然性」，這個「自然」當它自己本身，「無」、沒有它本來的「自性」

的，這個就即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是甚麼？眾緣支持的時候，它就有這個

情況出現，是嗎？

是存在的，是「幻有」，眾緣一散壞它就變無。這樣所以它是甚麼？「假有」，

「幻有」，但是，「空宗」的人說「幻有」便是「空」，不是實有，「空」的，「幻

有」即是「幻」嘛！「幻」不就是「空」的意義的另一面來的？所以「空」的。「唯

識宗」就說，「幻有」就是「有」的，不存在才叫做「空」，「幻有」都是「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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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空」的，其實是一樣意思，那些人大家在這裏爭，爭論了一千年，爭到現

在還在爭，無聊到極。不過比較起上來，都是講，都是將它分成三個層次講好些，你

說「空」的，是「幻有」，即是很容易誤會，現在那天晚上給我講的那個人就誤會

了，要講「空」了。印順法師三十五歲之前一樣誤會嘛。其實你將它的定義一對比就

無所謂的了，所以你同人辯論，一定要用大家公共用的那些名字，一定要澄清那些概

念，澄清那些概念就不用怎樣爭論。

「次」，「次」即是第二個「無自性」，第二個層次，第二個層面叫做「無自然

性」。「後」，即是第三種，第三種是甚麼？從「圓成實性」的另一個角度去看，叫

做甚麼？就是「後由遠離前，」在「依他起性」之上，不要執著它是實我、實法，亦

不要執著「依他起性」是「實有」，這樣的時候，當下就是「圓成實性」的了，不是

說離開現象界有一個「本體」的，所謂「本體」者，是就「現象界」的實質來說的，

離開「現象界」並無一個「現象界」的實質的。後面那種「圓成實」，後面那種叫做

「勝義無性」，這個是「勝義諦」來的，「真如」來的，「勝義諦」是怎樣的？「無

一切相」的，「無一切相」的，「無一切相」「無」甚麼？「無一切相」？無「實

我」，無「實法」，無「實我」、「實法」，由無「實我」、「實法」，一路無、

無、無、無、無，這樣，修觀時修到「止觀雙運」的時候，就覺得怎樣？所有「概

念」沉沒，所有「相狀」沉沒，那時，那個就是「勝義諦」，是嗎？那個就是「本

體」了，這是「勝義無性」。

「勝義諦」這個本體裏面，無「我」與「法」存在的，「無」就是「無我」，無

「實我」，無「實法」，這是「勝義無性」。這個不是「無」的，是無「實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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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法」而已。這樣，「中觀宗」就不肯講它是「有」的，「勝義」裏其他東西「一

切皆空」，「一切皆空」是甚麼？全「空」了其他東西，「勝義」「空」不「空」？

「勝義」「非空非不空」，它亦可以說「勝義」亦「空」，何解？如果你說這有一個

「勝義」，這個「勝義」亦是一個概念來的，亦「空」的，是這樣解。其實不「空」

的，「空」到「勝義」就不「空」了。

這樣，「後由遠離前，」「後」就即是第三個「無性」，「勝義無性」是由於你

在「依他起性」之上，離開了前面的那個「我執」、「法執」，即是離開了前面的那

些「遍計所執性」，在「依他起性」的現象之上，離開一切「實我」、「實法」的執

著，離開了「遍計所執」的執著，「遍計所執」是「執」甚麼？執有「實我」、「實

法」，遠離開前面「遍計所執」裏面的那些「實我」性、「實法」性，完全離開後，

這樣當下就是「圓成實性」。好了，以上講完「唯識相」了。下面講「唯識性」，

「唯識相」即是「唯識所變」的現象講完了，這是「現象論」，以前講過。

下面就到「本體論」了：「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

性。」。P.255

「此諸法」，「此諸法」即是上文所講的那些，那些甚麼？八個「識」，「三自

性」等等這些東西，這些都是「現象界」的東西，是「世俗諦」，這個「世俗諦」的

東西如果我們用一種殊勝的、優勝的智慧去看它，這個就是「真如」來的。「此諸法

（的）勝義」，上文所講「現象界」的一切東西，如果我們用超一級的、很優勝的智

慧，「義」、「義」即是境界，當它是一種很優勝的智慧的境去看，它當下就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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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這個「真如」的本體不是離開「現象界」的。就「現象界」來說，我們承認它

有一個實質，不是虛無，這個實質、這個「不虛無性」就是「真如」的了，亦即是

「真如」。何解說它是「真如」呢？「真」者不是假、不虛妄，「如」者，常常都如

此，「現象界」整日，「現象界」是虛妄的，「幻」的，不實的，就不是真的，但它

是真的，「現象界」成日無常的、成日變化的，它不變的，「如」。

即是說這個宇宙一方面是甚麼？「幻」，是嗎？「不真」，但是另一方面它是

「真」，有實質，一方面整日變，就「無常」，諸行無常，但另一方面「常如其

性」，時時的「本體」是一樣的。「此諸法」，上文所講的「諸法」，如果從「勝

義」來說，這個就是「真如」，「亦即是真如」。何解叫做「真如」呢？「常如其性

故」，「性」者實體，常常一樣的，它這個實體，實體就是不變的。但它的「屬

性」、它的現象就每一剎那都變的，變與不變綜合來看，這就是對宇宙的看法，「常

如其性故」，這是甚麼？即「唯識實性」，這個「真如」就是這個「唯識所變」的宇

宙本體。「實性」即是「實體」，Reality，實在。很簡單的，以上所講的這幾句就

是「本體論」，是嗎？以前那段就是它的「現象論」。下面就是「修養論」，或者是

「方法論」，「修養論」。下面：

「乃至未起識，求住唯識性，於二取隨眠，猶未能伏滅。」P.264

「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P.266

若時，是甚麼？

聽眾：「若時於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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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P.269

　　 「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捨二麤重故，便證得轉依。」P.270

　　  「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P.276

這個是講甚麼？「修養論」。大致「修養論」分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資糧

位」，「資」者資益，「糧」就是糧食。修行就猶如作一個長途的旅行，在旅行之

前，先要備辦很多對我們身心有益的糧食，否則在路上會餓死。這即是說由甚麼時候

開首呢？由你發大菩提心那剎那起，你就叫做「資糧位」的菩薩了，由你發菩提心的

時候起，「乃至」、乃至即 Until，直至你怎樣？還未生起那個「順抉擇分」的

「識」，甚麼叫做「順抉擇分」的「識」？「煖」、「頂」、「忍」、「世第一

法」，由你發大菩提心那剎那起，一直至到四種「順抉擇分」的「識」，何解不叫它

做「智」？是「智」來的，不過它是「有漏智」，是「有漏智」，就用「識」來做代

表，不是「無漏」的「智」，「乃至未起識」，很長的了，是嗎？

都不知幾多萬萬年的生死，生死輪迴了，所以佛家，「唯識」家認為，發了大菩

提心，你要不怕生死，因為所謂菩薩，菩薩應該成個，《般若經》說「菩薩摩訶

薩」，「菩薩」即是覺悟了的眾生，「摩訶薩」即是大眾生，偉大的眾生，一連串講

「菩薩摩訶薩」，現在的人硬將它分開，菩薩是小菩薩，「摩訶薩」是大菩薩，不對

的，你只要發了「大菩提心」，你便是大菩薩。意義是怎樣？包括了七、八個意義，

「菩薩摩訶薩」：第一、他是覺悟的，他與眾不同，他是覺悟的，不是沉迷的；第

二、他是求佛法的，求佛法的，很努力去求佛法的；精進的，因為他是精進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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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做「大」；第三、他是救世的，度眾生的，不怕生死輪迴的，入世度眾生的；第

四、他是一個很勇猛的，「菩提薩多」，「薩多」這個字即是「勇猛」的意思，他是

「勇猛」的、不怕生死輪迴的；第四、他是一個戰士來的；他是一個戰士來的，要與

煩惱和罪惡搏鬥的。包含這麼多的意義的，你一讀《般若經》你就知了。

這樣，由你發「大菩提心」那一日起，你就進入「資糧位」了。「位」即是階

段、階段 Stage，或者 Period，用 Period。入了第一個階段就是「資糧位」，這

樣，你積習「資糧」，甚麼「資糧」？兩種「資糧」：一就是福，「福德資糧」，無

福你不能修行，你能夠「持」甚麼？「持戒」，是嗎？「持戒」。「智」呢，智慧，

讀經教，得到「聞所成慧」；「思」，「思量」，觀察，得到「思所成慧」；最後修

「止觀」，就得到「修所成慧」，這樣，這種「福德資糧」和「智慧資糧」。經歷多

重的生死，他不用害怕的，因為怎樣？你能夠「守戒」，地獄沒有你份的，地獄、餓

鬼、畜生沒有你份的，那用驚？最衰都是做人，你能夠「持戒」，就做人都不會是很

衰的，不會做乞兒都被人踢的，不會這樣的，是嗎？

這樣，不用怕生死，這樣他一世比一世好，一世比一世好，即好像曲線那樣。或

者你做錯很多事，跌一下都說不定，但曲線都是向前進的，「福德」與「智慧」資糧

相當圓滿的時候，在最尾的那段就要著重修定了，修「止觀」了。修「止觀」、修

「止觀」，「止」就有四禪，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在「止」裏面修「觀」，現

在香港很多人，一味盲目修「定」而已，他們以為我一心不亂就是好了不起了，那又

怎樣？不如雪藏了就算？要想嘛！要「思惟」、「觀察」的嘛！是嗎？六祖、你讀一

讀《六祖壇經》，那個「臥輪」，是嗎？「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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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日日長。」即刻被六祖駡他：「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恁

麼長。」無「菩提」可「長」的，所以，香港的人，半數人修定是失去了本義的，修

定是手段，目的是引發無漏智慧，一味盲目地坐著，不就是等於雪藏？

這樣就修「定慧」，「定」就修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這些是「定」來

的，是「止」的功夫，在「止」裏面就要「觀」，「觀」就是用「慧」，「慧」就是

「修所成慧」，「修所成慧」是在「定」中所引發的智慧，「定」中在真正的「禪

定」裏面，尤其是第三禪、四禪裏的智慧就是甚麼？是「現量」的，直接的，很親切

的，「修觀」的時候，把你所瞭解的真理反復、反復，在那個「第六意識」裏面出

現，出現得多就純熟了，就好像直接經歷一樣。這就在，這就入了甚麼呢？「加行

位」。「加」就「加工」，「行」就「實行」，「修行」了，「加工實行」最主要

「戒」就不用講了，一定要守了，就是「定」與「慧」了，「止觀」了。

一路這樣修，有一天，總有一天你會達到這樣的情形，即是「加行位」，那時就

「加行位」了，很短的，「加行」，在「第四禪」裏面，「加行位」一定是「第四

禪」的，在「第四禪」裏有一個極高級的，「有漏」的智慧，仍然有少少微微「執

著」的智慧，所以是「有漏」的，就是「煖」、「頂」、「忍」、「世第一法」，這

四種就是「見道」前的智慧來的，由這四種「有漏」的智慧，是引出「見道」的「無

漏智慧」。

即是怎樣？我們引蛇出洞，用隻死老鼠去引蛇，將蛇引出來，不是死老鼠變蛇，

所以唐君毅先生搞錯了，他說佛家有些東西很難通的，那「加行道」的那個「有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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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有漏慧」可以產生「無漏慧」的，這個就難通了，他老先生這樣矇（不明

白），這麼聰明的人，懵懂一時，用隻死老鼠去引蛇出洞而已！不是死老鼠生條蛇出

來嘛！是嗎？那個花王種花，都只是淋水和施肥而已，花王不是造出那些花來的嘛！

這般聰明的人都這樣說！熊十力都是，熊十力故意扭曲的，他說：「有漏」產生「無

漏」是不可通的。都儍的！熊十力這個人的思想、神經不健全的，我認識他，不健全

的，這個人。不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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