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七彩的東西，那一件東西本來是七彩的，但如果你是色盲的，你見到它是黑

白的，是不是？它雖然是七彩的，你見到它黑白。如此，黑白豈不是很慘？比見不到

好，見黑白雖然不是七彩，但都比不見好。是不是？即是好像你們大家都是加拿大

人，有些是加拿大公民。譬如我們這些，我便不是加拿大公民了，我們不過是在此居

留而已。同是見到加拿大，見到多倫多，你是公民，而我則不是公民，這又不可以

嗎？是不是？

所以生在極樂世界，有些所見到的是有漏世界，有些見到無漏世界。見到有漏世

界那些，阿彌陀佛是萬億紫金身，非常莊嚴華麗。你這些見到阿彌陀佛都是丈多高

的，比這些人高，也只是高佬一個而已。沒有什麼特殊的，好一點而已。所以同是

生，這些稱作什麼？阿彌陀佛的無漏種子所變的稱作報土。你生去的就是化土，阿彌

陀佛為了教化眾生，在報土裏面反映出一個，讓你生在其中。你是見不到報土的，你

自己的八識變起一個好像報土的，托它為本質，變起這個化土。你居然住在其中，住

到一個時期便升級了，好像人們在加拿大住了幾年，宣誓便變了公民，是這個意思而

已，是不是？

所以同是生極樂世界，會有化土，會有報土。如果是有漏的種子所變起的，所見

到的，是化土。無漏的種子所變的…，無漏的種子又如何？無漏的種子，阿彌陀佛的

那個極樂世界是無漏的。你的無漏種子加入他那處，你自己單獨是變不起的。何解？

因為你只是小小的初地菩薩而已，你如何能變起一個大報土如此「巴閉」(了不起)？

1



要等待阿彌陀佛先變起，你托他的質，加入他那處，這便自然容易變了。

好像你現在那樣，你是大富之人，你開了一間百貨公司，比 Eaton還要大的。

「你是大富之人當然可以，譬如我便沒有，我只有一萬幾千，那又如何？」你可買股

票嘛，買它的股票，你也是股東，是不是？他佔百分之五十一，固然是股東。你佔十

萬分一的股份，你也是股東，是大小之分而已，是不是？所以你儘管先生化土。生化

土豈不是很低級？低級一點有什麼打緊？漸漸地你便高級了。他有一個保證，「彼佛

國土無三惡道」嘛。

有漏世界是很容易有三惡道的，你去了他那處，首先避免了三惡道嘛。淨土法門

就是這樣的。同是生極樂世界，都有化土、有報土，所以說有九品往生便是這樣，由

有漏到無漏之中有九個階段，你可以按每一種升上去。即是說，你九品往生，總之任

何複雜的問題，拿出種子學說便勢如破竹，什麼都說得通。

一種有漏種子，一種無漏種子。如此種子有兩類，一類有漏種子，一類無漏種子

——第一種分類。給一點時間，因為我跟著講什麼？第二種分類，是不是？第二種

分類就解答你生死輪迴，可以用以解答你如何成佛，如何顯現世界。剛剛講完的這種

有漏種子、無漏種子，就停一停讓大家想一想，有問題呢就先問了。

同學：「羅教授，他說種子是無相的，種子無相…。」

同學：「種子無相。」

教授：「如何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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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無相。」

教授：「是的。種子不是無相，它只是眼看不見，它存在只是沒有形相。就好像我們

那些電子，我們也是看不見的，但不能說它不存在，是不是？」

同學：「唯識學講種子無相，即是禪學…種子，發菩提心、成佛都要種子。」

教授：「是的。」

同學：「但是這個物質的種子好像穀，這個種子唯識學如何解釋？」

教授：「物質，是不是？」

同學：「物質的種子。」

教授：「好的，我給你解釋。我見到黑…，見到藍，此處是藍色，我見到藍色。那個

藍色是什麼？你說它是物質，是不是？唯識宗認為你的物質只是假名，根本

就沒有這件物質。你明白不？」

同學：「名言，即是名言。」

教授：「名言都不要，總之這東西是假的。是什麼東西來的？當我們的眼識起作用的

時候，一起的時候…。眼識起的時候，並不是單純的，是有兩種東西。一種名

為見分，見到東西。既然見到東西，必定有件東西讓我們見的，一個 image

讓我們見的。那個 image，那個影像。眼識見到藍，其實那個藍便是一個

image。所謂藍者並非什麼物質，隨著世俗的人所言，有些物質是藍色而

已。這些是世俗到極的，其實只有一個 image，這個稱為相分。

眼識起的時候，一個見分，一個相分一齊起，好像《易經》八卦一樣，一陰一陽

一齊起。那個時候，眼識的見分是無形無相的，只是一種見到東西之力。眼識的

3



image，相分是有形有相的。何解？藍嘛，藍色便是有形有相。藍色有藍色的種子，

藍色的種子是無形無相。但它現出藍色的時候，變了有形有相。藍色便是有形有相，

但能夠變起藍色的那些種子是無形無相。好像電子是無形無相看不見的，但當它現出

光的時候，就有形有相的了。現行嘛，那時候它 appear，變成一種 appearance

嘛。即是所謂藍者，我們以為它是物質，實在根本就沒有藍這件物質，就是我們眼識

的相分。

好了，你會反駁我，我現在先為你反駁。我在此處就見到藍，我望著其他地方又

見不到藍？如果那個藍是眼識變的，我為何望著一些紅的東西，我要它變藍就變藍？

它應該馬上(變)藍了，是不是？但我又不見藍，一定要對著藍的東西才見藍，此又作

何解呢？你會這樣反駁。

很簡單，當我們見到藍的時候，不是隨便就見藍，要有一個緣。有一個見藍的

緣，然後才可以見藍。何解？因為這個藍的種子出現，一定要有一個(緣)，種子要

「待眾緣」嘛。其中一個緣是最重要的，就是什麼？能夠令我們的藍能夠出現的那個

條件。即是說，我見到藍的時候，見分一個種子，相分 image又一種子的。

那個藍的種子出現是什麼？首先要有一件藍的本質，實質。有一個藍的實質，然

後眼識托著實質望下去，就把藍的實質反映出來，我們然後見到這個 image，這個

藍。這即是說這個藍的後面是有實質的，你所謂物質可能就是這個實質了，是不是？

那個實質，好了，你說它是物質，你不過是改了一個名字，稱作物質而已。你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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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些是物質，這便是你的執著而已。何解？你見過它這個物質不？我見到藍只是見

到藍的 image。不過藍的 image後面的實質你見過不？你回答我。見過不？見不

到。

譬如我現在見到黃色，其實那處並不黃。何解？那個發光體，譬如太陽光。太陽

的光有七種色，是不是？那七種色之中，其中有一種是黃色。它那件傢伙吸收了六

種，獨是那些黃的光它不要，是不是？因為它不要，所以那些黃的光反射出來四周，

我們的眼球、眼膜(視網膜)被這些光剌激了，便起一個黃的感覺而已。那個(東西)實

質並不黃，是不是？正是它不黃，我們才見到黃。如果它要了一些黃，收了一些黃，

我們便見不到黃了。好了，所以我們見到的東西，眼所見到的，只是見到 image而

已，見不到那件東西之本質，那個實質見不到。你同意不？」

同學：「即是識別。」

教授：「嗄？」

同學：「識別，八識之識別。」

教授：「是的，眼識變。那個實質是什麼變的？那個實質是否無？你主要就是這個

(問題)，然則沒有物質了？物質是假名，但實質並不是無。這個實質是什麼？

這個實質是阿賴耶識，第八識來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那些變起實質的種子

變起那件實質。但它變起才起，平時它不變的時候它就是種子，變的時候它

就起現行。起現行作為條件，我們的眼識跟著起，鋪上它處便反映出實質

來，見到藍。那個藍的本質是有的。那個藍…，本質即是實質，是有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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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的實質是什麼？

要告訴你，第一，我們從未見過的，我們只見到 image而已，見不到那件東西

之本質的。是不是？第二，那個實質是什麼？我們只是在理論上推測它，是不是？用

理論來推測它。用理論來推測，我們不妨用科學家的見解，說物質是有一些微粒子，

有一些電子或質子。那些微粒子聚為一堆，然後成為一種實質，是不是？那些科學家

是否這樣講？好了，我們不妨承認它，變起電子微粒的種子出現就變電子，可以不？

種子就是一種能力嘛，電子、質子、本質都是能力而已。變電子的種子就變出電子，

起。變質子的種子就變起質子，這樣便變起了一堆。未變的時候是怎樣？它就是種子

藏於第八識裏面，變的時候同樣是從第八識爆發出來，便是自變。

有了那些電子、質子，那些電子、質子，佛家稱作什麼呢？稱之為極微，這個是

極微細的微粒子，現在就稱作電子、質子。在我們讀初中的時候，都沒有質子這個名

稱，現在才有的。再過十多二十年的時候，又不知有『乜子物子』了。是不是？總之

佛家就稱之為極微，最微細的東西。那些極微，每個極微都有極微的種子，這些種子

藏於我們的第八識裏面，它出現就成為極微。那些一堆極微集於一堆便是本質，而我

們的眼識起的時候，便是把它的本質反映入來，那件便是物質了。所以那件實質不是

無，但都是種子出的。這樣解，對不對？如果不要種子這個學說，難弄了，難弄到

極。」

同學：「羅先生，我想請問你。修淨土(的人)如果修得成功，臨死的時候你說會有一

些佛來接他的。你如果是如《金剛經》，它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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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這是剛剛相反。」

教授：「不相反，你回去看我那本書，看通它你便知道不相反。何解？《金剛經》裏

面所講的如來是什麼？ 如來有三身，明白不？一是什麼？自性身又名法身。

這個是無形無相的，這個即是真如，即是 reality來的，無形無相的。一個。

第二種身是報身，好像極樂世界裏面的阿彌陀佛，東方淨琉璃世界的藥師

佛，與及摩醯首羅天裏面那個毗盧遮那佛，那些稱為報身佛。報身佛是什

麼？是第八菴摩那識變的，報身和報土是菴摩那識變的，這個是有形有相

的。

然則在報土裏面的那個如來，即如在極樂世界裏面的阿彌陀如來，是有形有相

的。摸得到他的，他摸你的頭也可以，真的他對手摸下來的，有形有相的。還有，我

們娑婆世界裏面那個，丈六金身那個釋迦牟尼如來呢？那個是化身佛。化身佛是佛用

成所作智來加持你這些眾生，令你這些善根成熟的眾生，自己變起一個釋迦牟尼，見

到一個釋迦牟尼，此謂之化身佛。又是有形有相的，會去乞食，又會病的。這即是如

來有三種了，是不是？法身即是自性身，無形無相的。

第二種報身佛，一個莊嚴華麗的相，而且是什麼？那些見了道的菩薩然後才能見

到他，無漏種子變的。第三是化身佛，是佛慈悲加被眾生，令眾生見到如此的，又是

有形有相。好了，《金剛經》是怎樣說的呢？『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見如來』，這句說話是作何解呢？它說，法身如來，即是這個宇宙的實體，

即是這個 reality，是無形無相的，這個才是真如來。如來的真身，是無形無相的。

不能以色，以顏色，來看他。不能這樣，佛的臉是金色的，這個法身如來一定是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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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臉色一定是這樣的。這你便錯了。你要以色作為標準來衡量法身佛，你看不到的

了，你根本就沒有資格了解法身佛。

『以音聲求我』，真正的法身佛是不會說法的。何解？這個是宇宙的 reality，

這個是真如體嘛。佛的真身不說法的，說法的那個是誰？在娑婆世界裏面說法的那個

是化身佛，化身佛是假佛而已。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是報身佛，報身佛都是假佛，他是

高級假佛而已。真佛是不會說法的，沒有聲音的。如果有一個傻子說佛是有聲音的，

『噹噹』聲響的，有『噹噹』聲響的那個就是佛的真身了。這個便是傻子，『以音聲

求我』了。如果是這樣，『是人行邪道』，他這個人走歪了路。

『不能見如來』，他不會體會到那個法身如來的，即是說不會證到真如的。當你

證真如的時候，見道的時候，那個便是佛的真身。如果你以聲音作為標準，以顏色作

為標準，說佛有三十六相(三十二相)，有三十六相的便是佛了。如此你便整天去尋找

三十六相的那個佛，你便是弄錯了。佛是無相的，包括三十二相都沒有的。佛謂說

法，說法的那個是假佛，真佛不說法的。他說：『我成佛以來，未曾說得一字。』這

代表什麼？法身佛根本是不說法的。是不是？但化身佛說法四十九年。全本《金剛

經》裏面所謂『如來，如來』是指法身佛的。有沒有矛盾呢？沒有了。」

同學：「如果那個念佛的，如此看來他仍未證道，是不是？」

教授：「嗄？」

同學：「見到那個佛來接他，他這個人都是未證道的。」

教授：「我告訴你。如果你要他如此來接的，你必然未見道了。見道也可以，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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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報身佛來接的。如果你是見道的，是報身佛來接你的。如果你未見道呢，

是化身佛來接你的。見了道很容易的，一發願…。了道的人臨死時是很定的，

他發願，『我願生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請阿彌陀佛加持我。』他便靜靜地

入了定，他便死了。他去的了，見了道他見到他便去了。

如果未見道便麻煩了，又說他剛剛失禁的時候，又要人為他清潔。一會兒又要找

人為他助念，『你現在很辛苦，快要歸西了，你要念了，不然便會緊張了，你要如何

如何的了。』又要人打木魚，又要人帶著他一起，更麻煩，你未見道就更麻煩。見了

道的沒有這樣多麻煩的，是不是？明白不？所以記住《金剛經》裏面所講的如來是法

身如來，無形無相的。」

同學：「羅教授，我看鍚蘭(斯里蘭卡)，鍚蘭…」

教授：「鍚蘭。」

同學：「…一個國家。它說《阿彌陀經》不是釋迦牟尼所講的，說這本《阿彌陀經》

不是釋迦牟尼講的。」

教授：「假的。」

同學：「假的。」

教授：「是。」

同學：「是否如此？」

教授：「小乘的人就認為所有大乘經，不只《阿彌陀經》，《金剛經》、六百卷《大

般若經》、《法華經》、八十卷《華嚴經》通通都是假東西，只有《四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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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才是正的。他是這樣講的，他是…。但現在不能這樣講的了，以前很厲

害，現在不講了。你這樣說，你壓低人，人亦壓低你，結果並沒有好處嘛。

現在他沒有講，現在只是什麼呢？

我聽過一個演講，Nananda，是鍚蘭最有名的學者，他來到我們中山大學演

講，我前去聽他講課。他不再這樣講了，他很聰明，他說：『學佛有兩種道，兩條

路。一條是難行路，他不是《大智度論》的講法，是他的講法；一條是易行路。』那

些是難行路呢？他說：『你們學大乘需要三個阿僧衹劫，如此長遠你說多難行呢。這

條是難行路，大智大慧的人才去得到，普通人是做不到的。』他說：『一條是易行

路，我們鍚蘭這些，依著修。只要你肯修呢，一定可以修到四沙門果的。最多六十世

你便成阿羅漢的了，快的話即生可以成阿羅漢，很易行的。』即是精乖了，精乖了。

至於大乘經是否佛說的？現在於世界上有很多問題了。如果你是一個專門研究文

獻的學者，你就很難肯定大乘經是釋迦佛說的。但如果你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而

只是以理為宗的呢，你便很易接受大乘經。大乘經裏面有一些是假的，但大部分合理

的那些了義經，都是佛說的。兩種看法。

那些專門研究文獻學的說，那些是什麼？那些基督教徒研究佛經，天主教徒研究

佛經和那些沒有皈依的人研究佛經，那類人是這種講法，大乘經是後起的。何解？因

為釋迦牟尼涅槃幾百年之後，印度的社會變化，外來的文化侵入。佛教徒為了適應當

時的環境，創立一種新的學說出來，偽做出一些經典，稱作大乘經。最初是作了一些

《般若經》，後來漸漸作了《法華經》、《維摩經》、《華嚴經》。後期又作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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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宗的什麼《楞伽經》等等。全部是假的，但都是由佛的《阿含經》裏面的思想一

路演變而成的。

這種講法，這些是非佛教徒的講法。但你要知，日本人有很多是佛教徒，他們都

用這種講法。何解？因為他在大學教書，避免與人辯駁，他用這種講法。如果是純正

的佛教徒，你問我呢，我是以理為宗，我不是很重視那些文獻學。以理為宗的呢，大

乘經中有些是釋迦佛說，有些不是釋迦佛說的。不是釋迦佛說的是什麼？報身佛說也

是可以的嘛，阿彌陀佛不可以說法的嗎？你如果是一個地上菩薩，你能夠去到報土，

見到報身佛，你聽到了便紀錄下來。龍樹菩薩紀錄了那麼多，很多大乘經都是龍樹菩

薩默出來的。他可以見到報身佛的，他是地上菩薩，他可以默出來的。

問題是這樣，我們要怎樣？它是合理的，誰說的我們都接受，是不是？不合理

的，你說是釋迦佛講的，你怎知紀錄的有否記錯兩句呢？是不是？『依了義經，不依

不了義經』嘛，『依法不依人』嘛，既然如此又有何所謂。魔鬼講得很合道理，我們

同樣『魔鬼述佛說』，是不是？如果『《阿含經》中這兩句有點問題，先存疑，先不

要相信它。我是這個態度。兩種，現在大概法師都是第二種。但第二種的便會被外面

的人說他迷信。但那些考據家，尤其是那些不肯皈依的，必然是第一種。那些考據家

說，『我們研究思想史，是有根有據的。』確是有根有據的。法師呢，則沒有人走這

條路的。但這班人是很權威的，那些大學全被這班人霸佔著，是不是？

現代有一個法師，印順法師。印順法師他兩面拆衷，他的見解又如何呢？大乘經

一本一本的，當然不會是釋迦牟尼說的。大乘經那麼多，釋迦牟尼佛如何能說出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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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呢？他認為包括《四阿含》都不是完全佛說的，《四阿含》之中只有《雜阿含》才

是真正是，可能句句都是佛說的。其餘的三個《阿含》，《增一阿含》、《中阿

含》、《長阿含》都是後人再重新結集。最初結集只有《雜阿含》，所以真正的佛說

就是《雜阿含》。其餘…。」

同學：「《金剛經》是否佛說？」

教授：「什麼？」

同學：「《金剛經》。」

教授：「如果照這樣講，都不是佛金口親說的，是後期出現的。後期出現，是否佛說

過，人們紀錄的？他說這些就未曾考據到，未曾考證到了。但他這樣說：

『佛講無我，《金剛經》這種講空的，就把無我這個法印擴大來講。』」

同學：「羅教授，你雖說以理為宗，意思是真真假假是無所謂的，看是那本經。裏面

有理由的，便無所謂了。」

教授：「那本經的真與假都是屬理的一部分，即是說…。以理為宗又如何呢？如果你

是學哲學的你便知道。當我們認識一件事物的時候，有兩種知識是真正可以

相信的，其餘我們都存疑的。一種是實證的知識，我確是見到、聽到、摸

到，我們要接受，這種謂之實證的知識。科學家所根據的，是實證的知識。

實證的知識我們要接受。第二種是合邏輯規律的推理，我們要接受。因為有

很多…。我們不能夠見不到的便說沒有，你見過電子不？未見過，是不是？你

見過月球的背面不？那又如何？只要它的邏輯，沒有違反邏輯，那個大前題

是對的，它引申出來那些我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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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有佛家的知識論，學哲學的人最重要是學這一套東西，philosophy of

knowledge，又名 epistemology，知識論。佛家的知識論認為知識只有兩種知識我

們接受，第一種是現量。現量譯作白話是什麼？實證的知識。如果現量你也不信呢，

這個便是癡人了。第二種是比量，『比』即是推度，合理的推度。你所謂以理為宗，

就是合於這兩個規格，現量、比量。就不是普通的：『它都較為合理』，它不是作此

解的。」

同學：「如此看法，即是如果你看…，是否一定…，如果你看基督教的《聖經》，或

看回教的《可蘭經》。裏面如果你以理為宗，它們都可以提供一部分知

識。」

教授：「假裝它是佛經。魔鬼講的真合理，佛經。要這樣的，有這種精神。不是死抱

著這個是釋迦老祖的才信。不是就不信。這種宗派之見要不得，以理為宗最

好。魔鬼講得對，我服從魔鬼。比釋迦如來好，我不要釋迦如來，一於信，

受魔鬼洗禮。應該如此，是不是？反而你發現基督教耶穌講得比釋迦佛好，

快點扔掉佛經，去受基督教洗禮。應該如此嘛，以理為宗嘛。

最怕問題是這樣，如果真真正正人人以理為宗後，恐怕人們便會全部走到佛教這

邊。最怕會有這個問題。你不要以為以理為宗，佛教徒便會全部走掉。如果真正人人

客觀以理為宗，我恐怕世界上的宗教，恐怕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變為佛教。何解？因為

佛教徒絕對不崇拜偶像，基督教還是認為十字架很莊嚴，佛教根本就不要，『魔來一

刀，佛來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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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它又掛到滿處都是神。』那些是什麼？共產黨是最不信宗教的，但

它到處掛滿著列寧、馬克思的像，是不是？掛滿到處。難道它也崇拜偶像嗎？它是紀

念這班人是先覺，紀念而已。佛教徒也都是一樣。你高興的時候你便去拜拜他，等於

你掛上你祖父的照片，高興的時候，你向著他的照片見一個禮，不高興的時候就捲起

它。是不是？你說：『它會保佑我。』絕無此事，那些是迷信的、文盲的那類人，這

種人是最不足取。」

同學：「因為你剛才講，佛經說你發心…，要看你如何界定，不是真的看到一個

人。」

教授：「不是，不是。那個是假佛，那個是一個先知先覺。」

同學：「你剛才講佛是無相，即是說他…」

教授：「不是一定。佛有三個身，真佛是一個法身，法身佛即是這個宇宙的

reality，這個實體？實體即是基督教裏面有一派名泛神論，antheism。泛神

論的人認為神是沒有色的，神是沒有形相的。神是無乎不在的，到處都是

神。這個宇宙，這個滿天星星和山河大地，都是由神的實質而呈現出來的。

佛教就差不多是這些，那個法身即是…。所以有些人認為佛教不是無神論，是

泛神論，我都省得回應。」

同學：「羅教授，我聽說有一位法師說佛是不用拜的。」

教授：「是的，對的。那用拜他？但這樣，我不講佛，講儒家。有人問孟子，湯就起

革命，把桀關起、驅逐；武王起革命滅了紂王。如此，臣便可以對付人君的

了？伊尹輔助湯滅人君，姜太公和周公輔助武王滅紂王。這樣做法便亂了

套，是不是？是否如此？孟子如何答？他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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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志，則篡也。』如果你是伊尹的話，你應該這樣做。

如果你根本是『爛泥都扶不上壁』的一個『鼻涕蟲』呢，你又走去：『我要革

命，我要伐你。』如此你便是攪亂社會，是不是？這樣我就同意你的講法，同意那位

法師的講法，不用拜的。何解？我的實體就是佛，是不是？不是這個心，而是那個真

常的心，就是佛。我本身就是佛；我本身就是大富人，那用向你借錢，是不是？我走

去銀行處理不要凍結，我便可以取到，是不是？我那用認識你，向你借錢？但又這

樣，向你借多少用亦無不可，是不是？」

同學：「沒有，自己沒有，自己還未夠。」

教授：「未夠的時候我拜拜他，有何所謂？他也是一個好人，良師益友嘛。我今日知

道也是靠他講給我知，靠他啟發，我尊重他。尊重他呢，我崇敬他，好像我

們崇敬我們的爺爺，崇敬我們的祖宗；又好像共產黨徒崇敬馬克思一樣。」

同學：「我們拜他也無傷大雅。」

教授：「Marx？所以共產黨，他也要對著馬克思頭像行敬禮。國民黨黨員要向孫中

山行紀念周。無傷大雅。」

同學：「剛才聽羅教授講無相的法身佛，我想請教教授『三身原來是一身』是作何解

呢？」

教授：「『三身原來是一身』，是不是？」

同學：「是。」

教授：「講三身，這一種只不過是方便之談，根本就沒有所謂三身，這即是一身。何

解根本沒有？你先解決這個問題，解答這個問題。講世界上的一切東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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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是了解一個這樣的觀念，體與用。體就是什麼？實質。是指什麼呢？指

nature，英文 nature，質。和什麼？substance，料。此謂之體。這個世界

之存在是有一個…。這個世界不是虛無，是有實質的。實質，哲學家稱之為什

麼？reality，稱之為實在，又稱作本體。宗教家，有些人稱之為神。體，這

個宇宙固然是有體，事事物物都有體。這個茶杯如果沒有體，它如何載水讓

我飲呢？有質的嘛，是不是？『框框』聲的嘛，有質。這些實質便謂之體。

用就是它的 function，它的 purpose、它的 action便謂之用。所謂用是指什

麼？purpose、function、action，謂之用。世界上的事物，有體就必有用，看它用

的大小而已。真正有用的就必定有體，你試試找，你找一找，你能找到有體無用的東

西不？找不找到？那件大泥磚，有體了。它都會塞門口，有塞門口的用，是不是？那

隻狗在排糞，排到一廳都臭了。那些糞是體，有沒有用呢？  你說它有沒有用？有沒

有？熏到一村都臭，便是它的用了，是不是？你放了一個屁，你不要以為我講得俗，

正是俗你然後才明白。你放了一個屁，那個屁，屁那些氣，gas就是體來嘛。那些

gas的電子、質子，那些便是體。用是什麼？弄到隔離那個不舒服便是用。用並不一

定是好的，是不是？

作用嘛，purpose、action那些嘛，是不是？有體就必有用，記住。學佛首先是

這一個，有體必有用。倒過來，有用必有體。是不是？空穴來風，人們都說未必完全

無依據的。空穴不會白白來風的，它會來風必然是有一個來源。有用必有體。記住，

第一是有體必有用；第二就是有用必有體。第三是無無體之用，真正的用必定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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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一個實體的。又無無用之體，沒有一個無用之體。記住這四句，有體必有用，

有用必有體，無無體之用，無無用之體，先了解這個概念。

好了，來到此處你要知道，這個世界上的那個最後，那個 final substance，即

是最究竟的體，稱作什麼？最究竟的體，什麼東西都是假，轉變無常，只有最後的那

個體是不變的。所以稱之為如，時時都如此。《楞伽經》稱之為『如如』。『如如』

的『如』字作何解？常常都如此，不變——『如如』。什麼東西都是假的，這東西

又如何？這東西就不是假的了，所以又謂之『真』。『真如』就是這樣，『真』者就

不假、不虛妄；『如』者常常存在。其他的東西都是什麼？過的。所過者化，是不

是？常常變的。如此，這個宇宙…。

好了，現在有一個問題問了。這個宇宙五花八門，忽然那處又稱作太平洋，那處

又稱作喜馬拉雅山。一會兒又說看到那一堆星雲，那條河瀚全部都是星雲。一會兒又

說遠遠銀河系之外又有超銀河系那麼厲害。那麼多東西都是什麼來的？都是有形有相

的東西。『有形有相』者謂之用，是不是？有那麼多作用。日月會運行，這些便是

用。那條星河都會移動的，移動便是用。既有用，必定有體，是不是？然則這個宇宙

不是無體了，這個體稱作什麼？我們不要有宗派之見，不要有宗教之別。

太上老君，老子稱這個體作什麼？道，是不是？這個道，因為它是無形無相的，

所以稱作無。從用的方面，它稱作有；從體的方面，它稱作無，因為道是包涵體與用

的。就體的方面，無形無相，所以稱作無。就用的方面，生生不息，所以稱作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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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稱之為道。如此，道不就是佛家的真如嗎？是不是？有些宗教家，譬如古代的宗教

家，我姑且這樣講，姑妄言之你不要反駁我，耶穌這些人也是很聰明的，猶太那些先

知都很聰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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