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經整日望速成就是精進不夠大了，第一，整日想速戰速決那樣，就是精進不夠

大了，精進太小。第二是那個「因」小，是嗎？譬如現在的人，不肯多聞熏習，不肯

讀經，你肯讀一下經，你就不敢亂說想快了。遲怕甚麼？你說我落地獄怎麼辦？落甚

麼地獄？你持戒就不會落地獄了嘛！是嗎？你肯持五戒你怎能下地獄？你說，五戒一

下子持不到，犯了戒，怎辦？犯了戒？你無心犯戒，懺悔就無事了嘛！你可以行多

些，行夠「十善」行突些，還可以生天，是嗎？你擔心不夠，你就出家去，守比丘

戒，或縱使你不守比丘戒，去守菩薩戒，五(四)十幾條菩薩戒而已。

聽眾：那些苦行的是不是貪快？苦行僧。

羅公：苦行僧怎樣？

聽眾：是不是貪快呢？想快些見道？

羅公：有些是貪快，有些是〔習慣〕，苦行是印度一種習慣，佛不主張苦行的，佛就

主張中道，甚麼叫「中道」？不苦不樂。他說怎樣？一個人身心太過快樂，他

就會迷戀世間，所以不取。所以佛就反對享樂主義；第二，佛亦反對苦行主義

的，佛說身苦的時候，你不能修得到行，太苦了，逼迫你，所以他不主張苦

行。不過有些習慣，舊時有些習慣了的人，在外道那時已經在苦行了，例如迦

葉尊者那些在外道那時已經在苦行了，後來皈依佛。佛不主張苦行。好了，第

二是「所緣大」了，「緣」者，他的心所對向的叫做「緣」，他所對向的對象

大。怎樣「大」？你看他：「於諸眾生其心平等」，對於一切眾生他都要去救

度的，多到了不得，所以他所緣，「所緣」即所對向的目標，所對向的目標

大。對於一切眾生，不止對他有恩的他要去度，與他有仇的，他一樣去度。

丁四、「事大」。譬如這樣，你不要怕事，如果你怕事就失去了第四點意義，不

怕長。「離諸分別」這個「分別」者，第一個「分別」當「執著」，這個就「時

長」，那個就「時短」，生「極樂世界」就壽命就長些，長些都不要緊，在娑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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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又擔心會墮落，那又怎麼辦？這些就是起分別了，起分別了，離開這種「分別」，

「及不分別種種分別」，這裡成問題了，第一「不分別」這個分別是 verb來的，當

動詞用，不是起分別，不執著；第二個分別，種種分別的那個分別，這個分別不是當

執著解的，這個當一個 long period解，長遠的時間，你看看我的注：第三個「分

別」是作「劫」解，當一劫，梵語的「劫」與「分別」是同一個字的，同是一個字。

當它當動詞用時，那個「分別」就當執著，當它當名詞用，就當那種執著解，或

者當劫數解。中文都有很多的，一個字有幾個意義的，英文都有，譬如那個

風，wind那樣，風就 wind，夠鐘了，擰、擰、擰就 wind，同一個字有不同的意

義，不同的音。它不分別各種種種的劫數，這個劫長，那個劫短，他根本不在乎，不

怕。所以修行至緊要是這樣，你不要怕！

第五、「無染大」，「染」者是指甚麼？指煩惱、染污，這個「染」者是甚麼？

這個「染」字不只是指「煩惱障」了，「煩惱障」、「所知障」一切煩惱，他能夠對

抗一切煩惱，不被一切煩惱所染污的。「摧服一切眾魔怨敵」，你如果有煩惱你怎能

夠「摧服一切眾魔怨敵」？煩惱本身就是魔之一種嘛！「煩惱魔」。「魔」有幾種，

有「煩惱魔」、「死魔」、「五蘊魔」、「天魔」，現在我們講的那些魔鬼、魔鬼，

指的就是「天魔」而已，一切眾魔都不能夠害他，他能夠摧服一切「魔」，因為他沒

有煩惱，一切怨家，一切敵人他都能夠摧服，「無染大」。

丁六、「作意大」，「作意」即是起心動念謂之「作意」，他所「作意」，即是

他的心想，他所想的都是大的，他不會像那些「聲聞」、「獨覺」想的那樣小的心念

的。所以經裏說：「遠離一切聲聞獨覺所有(的)作意」了。起念，就叫做「作意」，

「作意」有兩個解的，第一個解：起心動念，起了念頭就叫做「作意」；第二個解，

修定、修止觀叫做「作意」。

第七、「任持大」，這個「任持」本來是怎樣解？這個「任持」，「任」即是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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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擔起，「持」者，抓住，即是英文的 hold，hold，抓住，即是不會給它脫離。

「任持」本來是這樣解，但這裏「任持」怎樣解？「給養」，「給養」即是甚麼？營

養你，給予營養，何解你能夠不死？因為你要吃飯，那些飯能夠「任持」你的生命。

明白了？這樣，那些菩薩，那些修大乘的人不只是以物質來支援他的生命，還要甚

麼？「廣大法味(的)喜樂所持」，用些廣大的佛法的味道，那些佛法之「味」令你產

生歡喜、快樂，這種歡喜、快樂就可以支持你的慧命了，你的智慧的生命了。「廣大

法味喜樂所持」，「任持」，「任持」你，即是給，給養你。

丁八、「清淨大」。怎樣叫做「清淨」呢？這裏我解清淨，你看看，你看看開始

那裏：無犯戒等諸惡趣因，故名「清淨」，你能夠沒有了那些犯戒、不修定等等，最

緊要就是犯戒，犯戒令你入惡趣的，是入惡趣之因，沒有了犯戒等的那些入惡趣的

因，所以就叫做「清淨」。修大乘的人應該有「清淨大」。「超五怖畏」，世人有五

種東西令他恐怖的，「怖畏」的。你修「大乘」的人能夠超過五種怖畏，那五種怖

畏？「怖」就是恐怖，「畏」者，怕，第一種、「不活畏」，擔心會餓死，如果你真

正修大乘的，不會餓死的，除非你的定業未完，要餓死一世，否則不會餓死的。

還有，就算餓死你都不怕，我已於心無愧了，不會驚「不活畏」；第二就是「惡

名畏」，不會有惡名，有不好的名聲；第三，「死畏」，不用驚死，死了再第二世又

好些，是嗎？不用怕；第四，「惡報畏」，不會死了就入地獄，第二世會貧窮、餓死

這些，沒有這些惡報的「惡報畏」；第五、「怯眾畏」，這種最難，在大庭廣眾宣揚

正道不驚怕，很令人緊張的，這樣就超過這五種怖畏。

丁九、「證得大」，他所證得的果大，怎樣大？「一向趣入不退轉地」，「一

向」者，即是徹底，能夠徹徹底底那樣，證入甚麼？能夠不退轉的地，這個「不退轉

地」。我們修行，最緊要是用我們的智慧去修止觀，尤其是修「觀」，修觀之中最緊

要就是空觀，修空觀的時候很難的，你不要以為讀《心經》就容易了，但你真的照著

《心經》來修你就相當難。修的時候，你不容易修的，不能夠自由自在地修的，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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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說空那頭又不能夠空，這頭說空那頭又不能夠空了，是嗎？所以不止我們現在修的

時候不得自在，入了「地」，見了道之後修都不能自在的，見了道入了地之後你就叫

做算是入了初地，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都未得很自在，一定

要入了「第八地」你然後才能自由自在，所以「第八地」以上的菩薩叫做「觀自在菩

薩」。

《心經》的「觀自在菩薩」是有兩個解法的，一個就指觀世音菩薩，第二個解釋

就不只是觀世音菩薩，如果你是八地菩薩你都能夠「觀自在」了，你修「空觀」你能

夠「自在」了，第二個解釋更好，因為何解？「八地菩薩」就行了，那觀音菩薩就包

括在內了。觀音還是「法身菩薩」了，你說「八地菩薩」不就是包括了觀音？是嗎？

這個解法更好。那麼怎樣叫做「觀自在」呢？修空觀，第一，最初第一步就要很吃力

的，叫做「有功用」，「功」者加功，起一種「加功」的作用，怎樣起一種「加功」

的作用？你們修過未？知道嗎？這頭觀空又不空，總是搞不定的，整日要加功很吃

力，很緊張，很緊張，有功用即是要很緊張吃力地去修的，叫做「有功用」。

「行」，「行」者即活動，「行」、「修觀」的那種行為，你「修觀」的那種行

為是有功用的，很緊張、很吃緊的，一放鬆就不行的了，叫作「有功用行」。你們現

在是「地前菩薩」就更加「有功用行」。你將近入「初地」時都要很「有功用」的，

「煖」、「頂」。

「無漏智」又沉沒，又出現依然故我那樣的，要慢慢修，慢慢修，由「初地」、

「二地」、「三地」，他修止觀的時候是「有相觀」多，「無相觀」是真正空了的無

相的「觀」，很少的，在「初地」、「二地」、「三地」，怎樣少法？譬如你修一個

小時的「定」，「有相觀」佔了你整整五十分鐘或五十五分鐘，是嗎？舉例，例如，

你修「無相觀」，真正觀到「無相」連五分鐘都不夠，通常是「有相觀」多「無相

觀」少的，是嗎？所以你就又要問人你又修了幾多十年定？你又不怎樣？十年？講

「劫」數的！修幾十年不就是眨一下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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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有相觀」多「無相觀」少就入了「初地」，初、二、三地，都是這樣了，

到了「三地」後期，三、四、五「地」，那時又怎樣？三、四、五「地」，是「有相

觀」，即是四、五兩地的時候，是「有相觀」與「無相觀」平衡了。即是你入了一個

小時定的時候，「有相觀」佔了半個小時，「無相觀」佔了半個小時，你想久一些行

嗎？不行的。譬如你說，「本來無一物」那種的觀，不能保留得長的，三、四、五地

的菩薩，都是一半而已，你入一個時辰定，只有半個時辰做得到而已。那些已經很高

的了，他的神通也已經很大了，那些的三、四地，但他都是平衡的而已！即是那些就

是仍然有少少功用的那種。

少功用就得了，三、四、五地，六、七地那些呢？仍然是略加功用，就能做到怎

樣？「無相觀」多，「有相觀」少，六、七地，不對，是五、六地的時候，第六地

「無相觀」多，「有相觀」少了，在五、六地，一到第七地就怎樣？可以做到「純無

相觀」，一入定之後，一入即修「空觀」，一路到你出定都是入「無相觀」的，「第

七地」可以做到純「無相觀」，不會退，入的過程裡會重返入「有相觀」的，會退

的，你現在入了「無相觀」了，一會那個「相」又來了，就叫做「退」了。「第七

地」就可以做到不退，但不退要怎樣？要「有功用」，不要退、不要退！常常提醒，

「有功用地」。

好了，到了「第八地」，就是「無功用行」了，「無功用行」即不需加功，你坐

下去自然一個小時就是一個小時。自然而然，很自由自在地「無相觀」，除非你自己

說：我要有相了，才會有相。你一入了「無相」之後就你拉也拉他不出來，他自由自

在，除非他自己說要出，這就叫做「觀自在」，「觀」得來很自由自在的，那些這樣

的。你們聽過《八識規矩頌》，聽過未？有那句？講「無功用行我恆催」是嗎？到了

「第八地」起的那種「無功用行」，那時那些「我執」時時都被它推倒的，沒有的，

起不了的。所以，有些人以為拿著本甚麼？《八識規矩頌》拿住就以為這樣講，講？

這麼容易講？看也看不通，譬如《八識規矩頌》你不要隨便講。

聽眾：下次你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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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她說下一次你講。

羅公：《解深密經》有這樣長，不用講的，《八識規矩頌》那些綱要記下來你自己看

就行了，你以後自己看看，《解深密經》的作意，你自己講給他聽。「作意

大」、「任持大」、「清淨大」、「證得大」，「一向趣入不退轉地」，這班

菩薩起碼是「八地」以上的菩薩。「八地」以前的他都懶得數了。第十、「業

大」。以前就指他「德大」，下面講他的業，他的「事業」大了。「息一切眾

生一切災橫地而現在前；」他能夠達到的「地」，「地」即「階段」，甚麼的

階段？能夠「停息」，這個「停息」即 stop了它，令它 stop，stop了它，

停息一切眾生的災橫，「災」就是「災禍」，「橫」者，那些橫禍，他能夠用

智慧來啟度眾生，到這樣的「地」，這種地不是只用口講，「而現在前」，現

實做到的。他們這班菩薩「而現在前」，現實能夠做到的，開導眾生，停息一

切眾生的災橫。以上丙二、講菩薩所有的「德」，菩薩所有的德每部書講法不

同，但這部書就講得算簡單的了，講了十點。下面就舉他的名，當然菩薩有很

多，與這本經的問答有關的就下半部份才講。

丙三、「舉其上首」，「上首」者，即是代表人物，「上首」即坐得高位置的叫

做「上首」。看經文「其名曰」：這班菩薩，那些代表的菩薩就是這班了，「解甚深

義密意菩薩摩訶薩」，這位菩薩，「解甚深義密意」，能夠瞭解「甚深義密意」的，

佛說甚深義的、那種隱藏的意義他能夠瞭解的菩薩，有人說這個菩薩的名叫做「解甚

深義密意菩薩」，有人說不是，通常叫他做「解甚深義密意」的菩薩，第二位是「如

理請問菩薩摩訶薩」，第二位是能夠如理，合理地叫做「如理」請問，第三「法涌菩

薩摩訶薩」，這個「涌」字，這個不是讀「 」的，不要讀「一條「 」」的涌，這葱 葱

個涌讀湧字，與下面有力字的湧是通用的，「法涌菩薩摩訶薩、善清淨慧菩薩摩訶

薩、廣慧菩薩摩訶薩、德本菩薩摩訶薩、勝義生菩薩摩訶薩、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這是觀音菩薩了；「觀自在菩薩」，「慈氏菩薩摩訶薩」，這是彌勒菩薩了，彌勒菩

薩如果音譯就是，梵文彌勒這個字叫做 Maitreya， Maitreya，譯音譯做中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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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那些人的譯音真是譯得離譜些，譯做彌勒， Maitreya他譯彌勒。

到了唐朝，那些人就四個字譯齊了，好難記，彌帝利耶，《大悲咒》有彌帝利

耶，Maitreya，彌勒菩薩，音譯最正確就是梅諦利耶，Maitreya，意譯呢？譯它的

意思，Maitreya就是很慈祥的，這樣，所以就譯為「慈氏菩薩」了，他就是那個繼

承釋迦佛在下一劫成佛的了，「慈氏菩薩摩訶薩」。「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即是文

殊菩薩Mañju rś ī，文殊Mañju這個字，師利 rś ī，Mañju即是「妙」那樣解， rś ī就

「吉祥」，這個「妙吉祥菩薩」，「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等而為上首」。這麼多個菩

薩，差不多每一品裏面都是由他們問的，所以就舉他們的名。其餘的，第一品、〈序

品〉就已經講過了，下一次就放假，是嗎？再下一次就開首講〈勝義諦相品〉了，

「勝義諦」即是「真如」，亦即是「佛性」，「真如」是怎樣的？「佛性」是怎樣

的？你讀完〈勝義諦相品〉你就明白了。好了，有甚麼問題？留十分鐘，你們大家有

甚麼問一下。

聽眾：羅生，你說那個無明起，你怎樣對治它好呢？

羅公：修觀就可以對治它了，譬如你的「無明」起，第一你知道我是有「無明」起，

我不能給「無明」控制到我，它已經力弱了，如果你時時能夠做到這樣，你的

「無明」的力就弱了，怎樣呢？修得多，入定的時候那「無明」的勢力會很

弱，出定的時候那「無明」的勢力都會很弱的，這樣，然後，「無明」起，最

麻煩是對內就執著有個我，對外執著有一個實的客觀的世界，這樣你就要修

「空觀」了，那個「我」是「無我」的，「空」了一個「五蘊」的「我」，對

外的世界都是「五蘊」造成的，又「空」了它，這樣就把那個「無明」又減弱

了。「無明」雖起，但不執著「我」，不執著「法」，這樣，一做得多，那個

「無明」越來越弱，在定中一空了那個「我」，你會覺得怎樣？根本就沒有一

個「我」，那個「我」是空的，「我」的「相」是無的，這樣的時候就會覺得

那個我，所謂「我」者是一無所有的，那時你就會證得「人空」的真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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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得「人空」的真如在小乘裏面就叫做證得「預流果」了，即「初果」了。如果

你能「我」又空，「法」又空，修大乘的，第一、「我」是空；第二、那些「法」又

空，「法」是空，「我」與「法」都是一齊空，用智慧，這個智慧一起，那個「無

明」就落了，「我」、「法」一齊都是空，知道「我」、「法」都是空的這種智慧空

不空？都是空，那個「空」的概念空不空？都是空！這樣一路撇、撇、撇，一路撇，

撇得多的時候，你就好似「大地平沉」那樣，所有的，你就會知道所有的「空」、又

「我」、又「法」都是名相來的而已，那些名相都是假東西來的，都是空的，這樣就

全部名相會沉沒，那時就沒有名相了，沒有名相就變成好像怎樣？

好像「本來無一物」那樣的狀態了，那時所顯現的就是「真如」了。那時，就你

所觀的境來講就叫它做「真如」了。又叫它做「勝義諦」了，因為它是甚麼？一種

「勝」的智慧所瞭解的「義」來的，「義」是境界，叫做「勝義」，即是「真如」。

禪宗的人叫它做「佛性」，《維摩經》叫它做「不二法門」，就是這種東西了。這樣

之後，那時你就「見道」了。

聽眾：有時不是說入定的時候有這個「無明」，你平時都有的。

羅公：平時就更多了，定的時候已經少了，你不知他有「無明」的，平時都不知的。

這樣就叫它做真如了。又叫它做「勝義諦」了，因為它是甚麼？一種「勝」的

智慧所瞭解的「義」來的，「義」是境界，叫做「勝義」，即是「真如」。禪

宗的人叫它做「佛性」，《維摩經》叫它做「不二法門」，就是這種東西了。

這樣之後，那時你就「見道」了。

聽眾：有時入定的時候不是說有個「無明」，你平時都有的。

羅公：平時就更多了，定的時候已經少了，你不知他有無明的，平時都不知的。

聽眾：知道的。

羅公：什麼？知道就好些。

聽眾：一上來就知道了。

羅公：知道就好些，知道你已經比較殊勝的了，即是一個人做錯而不知道錯的，一路

錯下去的，那些就是低級，如果你知道，啊！我都是做錯了！你已經高級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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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道做錯了，那樣就已經高級些了，如果能夠完全不錯就更加高了。你想

磨清那些「無明」就要三個無量劫才能磨清的，非一世、兩世的事來的，不要

緊的，至緊要是用戒律來控制住，令到「無明」雖起，不會出軌，即這隻老虎

雖然在這裏，但牠不會跳出動物園之外，這樣就沒甚麼大礙了，由它養三個

「無量劫」，越養越瘦到最後就死了。

聽眾：功用行很難的。

羅公：當然你想即世是不可能的，有少少不要緊，有時要故意保留一些，大乘菩薩，

要故意保留一些，例如怎樣？你不保留一些「無明」，很容易入了「涅槃」，

你不想入涅槃嘛！但你未成佛，成了佛就無所謂了，你又未成佛，這樣你怎麼

辦？又不入涅槃，就要保留一點「無明」了，保留一點「無明」，「無明」有

沒有害？凡是東西有「三性」，就那個「善惡」來說，有三種「性」，一種是

「善性」，「善性」之中有「無漏」的「善性」；一種叫做「有漏善」，是低

級的善，一種就是「無記性」，既不善又不惡；「無記性」有兩種，一種是

「無覆無記」，「覆」即是障礙，它雖然是「無記」，不是，它是「無記」，

它亦不會阻礙你的智慧起的，亦不會阻礙你修行的，「無覆無記」，「覆」即

是遮蔽。

一種是「有覆無記」，「無記」，它本身是「無記」，不會惡，但是它會阻礙你

的大菩提生起，「有覆無記」，一種就是惡性的，不善，「不善」即是惡，最棹忌是

不善、惡，本來，這三種「性」之中，這兩個是染污的，在大乘來說這兩種就是染

污，這些所謂「無明」，有些是惡性的無明，例如殺人放火的時候起的無明是惡性

的，有些是「有覆無記」的，例如甚麼？

那些詩人，詩人吟詩作對這還不就是無明？成日寫那些詩做甚麼？無愁都寫出愁

來了，那些詩人，那些不就是無明來嗎？譬如那個誰？譬如李後主「無言獨上西樓，

月如 」，「月如 」關你甚麼事？「獨上西樓」，你想散步就上西樓走一走，那來鈎 鈎

那麼多愁？是嗎？那樣多「愁」起，這些就是「無明」了嘛！但這些無明它沒有害人

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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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仍然是無明，這些叫「有覆無記」，無明有些是「有覆無記」的，無明不會

是「無覆無記」的，這樣，修行的人就要保留一些「有覆無記」，保留甚麼？例如，

你有男女之慾，如果你沒有男女之慾，你就好像太監那樣？你怎樣生兒女？怎樣結

婚？你一定要保留一些男女之慾，那些男女之慾叫做「貪」，凡是「貪」、「瞋」一

起就一定有個「無明」伴著它起的，「無明」斬斷了連貪都不起了，即是要保留一些

「無明」了，然後才可以起那男女的貪欲。

那麼本來這種無明令你生起輪迴是不好的，但它沒有作惡嘛！他有男女之慾而

已，他不會走去強姦嘛！不會走去搶人家的太太嘛！他不過是去結婚而已。這樣所以

它不是惡性的，是「無記性」的，他要保留。

入了初地菩薩還保留著一點的。何解要保留？如果你不保留，你以後不容易在欲

界投生的，你在欲界投生你要入母胎的，入母胎要起情慾的，不錯，入地的菩薩，地

上菩薩定力夠他可以用定力入胎，不保留都可以，就算是男女之慾不保留，你要保留

一些甚麼？你會發惱怒的，你問：發惱怒都是壞的！

本來那惱怒是惡性的，但是你時時起般若智慧，用般若智慧來控制住惱怒，那個

「瞋」，「貪」、「瞋」、「癡」，雖然本來那個「瞋」是惡性的，但用般若智慧來

控制住它，就會變成「有覆無記」性了，所以他打架是惡性的，「瞋」了，如果他為

了爭風，為了貪財而打劫、打架，這就是純粹惡性的了。譬如那些他為了國家而去當

兵，為了保衛國家的，他不是為了私利的，他這種是「無記性」的嘛！是嗎？這樣，

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論的，那種忠臣烈士的那種惱怒，與江湖大盜的惱怒殺人，大家都

是惱怒，但不同，大家都起無明，他那無明是惡性的無明，你這些無明，那些忠臣烈

士的「無明」是「有覆無記」性的「無明」，就是這樣。這樣你明白嗎？同是殺生都

有兩種，不過這些你們不要出去宣傳，你殺牠，我要食雞， 雞殺鴨，這種貪心、害劏

心就是惡性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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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譬如你生在西藏，你做大喇嘛，你做大喇嘛沒有菜吃的，一定要食牛羊

的，如果你不食，遍地牛羊你亦不得了，是嗎？所以不能不食。你不能，你食的時候

不要用貪欲的心，一方面他還超度牠，實在超度是沒有甚麼大效的，不過自己超度自

己的心才真，是嗎？這樣，他殺那些牛羊就不是惡性的，就變成了「有覆無記性」

的。

這個其中的玄妙就可以意會但難以言傳，不過你們就切不可宣傳這件事。這樣搞

法，那些人會我今晚煲雞粥，送你往生極樂世界！送你往生，這樣搞法就是濫用「無

明」，這件事不可宣傳，不過你的心知其義是這樣。既然這樣了，即是說鼠疫流行

了，衛生部叫我們大家要滅鼠，不滅鼠我們這個社會有危險。那你應該怎樣？殺老鼠

了嘛！是嗎？你不消滅牠，整個人類社會死了那個城市的一半人，怎麼辦？這種殺，

這是「有覆無記」，除了「有覆無記」之外，你還有功德，你還一種善行。好了，今

天先講這麼多。下星期放假，再下星期再來。

聽眾：《解深密經》。

羅公：〈序品〉講完了，今日應該講〈勝義諦相品〉，講了〈序品〉之後，大家所獲

得的知識是甚麼呢？獲得兩點，大家在佛教處應該獲得了兩點知識。第一、所

謂「報土」是怎樣的？佛有「三身」有「三土」，佛、報身佛所住的世界，那

報土是怎樣的？你一讀過〈序品〉就知十八種圓滿相，就是那個「報土」了。

是嗎？讀了就知「報土」是怎樣了，化土，我們住在「化土」就更加知了。好

了，這樣第一點就知了。第二點是知道那些佛的弟子是大乘的菩薩，所謂修大

乘的，大乘的性質是怎樣的，大家知了，是嗎？兩點認識了。認識了兩點之

後，你就可以自己看一些經了，自己看甚麼經呢？我介紹你，看兩本經：一本

就是《佛說阿彌陀經》，你一讀《佛說阿彌陀經》來到一比較這個「十八圓

滿」，你就知道所謂「極樂世界」是一個怎樣的情況。第二、《維摩經》的那

個〈佛國品〉，那個佛一腳踏落地面，現出他的那個報土出來，那就是十八圓

滿的淨土了。這樣，講完這一品之後，你就可以附帶著看第一《佛說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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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第二是《維摩經》的那個〈佛國品〉，你可以看，不止可以看，而且你

可以講。

好了，現在，今天的時間我就是講兩件事，第一就是講〈勝義諦相品〉；第二就

是你們，請你們在這裏讀一讀《阿彌陀經》來比較那「十八圓滿」，作一個比較研

究，就這樣讀就行了，以後，你們還會講。所以《阿彌陀經》你不用特別讀的，你讀

完之後你一讀《阿彌陀經》，你對《阿彌陀經》裏面所講的情況你自然就了了然了。

這是第一件。第二件，你們有很多人讀過《維摩經》，你現在一讀過淨土的「十

八圓滿相」，再讀回《維摩經》的佛國品，你就知道所謂〈佛國品〉就是有十八圓滿

的那個世界。現在我先講一段〈勝義諦相品〉，人家溫故而知新，是嗎？我就「知新

而溫故」倒轉來。一會看一看，最好有《阿彌陀經》，如果有《阿彌陀經》的時候，

大家最好拿著《阿彌陀經》來看，大家讀過〈序品〉了。你看回《阿彌陀經》，知道

《阿彌陀經》裏講的那些話，哪些是在「報土」講的，哪些話是在「化土」講的，你

會了了然。

現在先講〈勝義諦相品〉。在未講〈勝義諦相品〉之前，什麼叫做「勝義諦」？

我講給你們聽。那天我已經講過，「勝」就是指甚麼？殊勝的、優勝的智慧，

「勝」、殊勝的智慧，super wisdom，殊勝的智慧，優勝的智慧「勝」，「義」，

這個「義」字當甚麼解？不是當「義理」解，是境界，境界，殊勝的智慧所看到的境

界，即是普通的智慧看不到的，用殊勝的智慧才可以看到的那種境界，這樣然則同是

一個世界，用殊勝的智慧去看與用普通的智慧所看到的是不同的嗎？為什麼不同呢？

很簡單，講個譬喻你就知道了，怎樣呢？

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就是一個是不懂的古董的人，他在博物院裡邊拾到一個瓦

，在博物館裏面拿這個瓦 看，他看的結果他又不懂古董，甚至連書都不看多一罎 罎

本，這個人看到他會怎樣？嘿！這個〔破罐〕。這樣先瞭解一下什麼叫「世俗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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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勝義諦」。講到這裡，在我還沒有講入題之前，在未講入題之前講好呢？

還是講完這一品之後才講好呢？

《解深密經》有一品是專講「勝義諦」的，現在要講這一品。但是後期釋迦牟尼

佛入涅槃之後，幾百年之後，有些人講「世俗諦」與「勝義諦」，講得非常之周密的

有兩派，在中國講空的有三論宗講「四重二諦」，講「世俗諦」和「勝義諦」講出了

四重。空宗講「空」的；唯識宗又將「世俗諦」和「勝義諦」分成四重，叫做「四重

二諦」，是講得最周密的了。現在問題就是這樣，我先講這一品，然後再介紹「四重

二諦」給你們，因為「勝義諦」都是二諦之一諦而已，是先講「四重義諦」好呢？抑

或是講了這本經的「勝義諦」然後才講「四重二諦」好呢？你們以為怎樣好？

聽眾：先講這裏好。

羅公：先講這部經？

聽眾：是。

羅公：然後再講「四重二諦」？

聽眾：沒錯！對了。

羅公：好，我先講這部經。先講這部經，這本經開首講的是〈序品〉，那個

introduction是嗎？講的是〈序品〉，這樣，那個只是〈序〉來的，現在才

是正式講入經文，這個經文裏面，這本經的內容把整個佛法分為「世俗諦」和

「勝義諦」，它先講「勝義諦」；再講「世俗諦」，現在它這一品叫做〈勝義

諦相品〉就是講「勝義諦」的，其餘還有七品，完全是講「世俗諦」的。但當

我們聽完「勝義諦」的時候，切不可說、不可說「勝義諦」就夠了，「世俗

諦」是可以不要的，不行的，因為何解？你想弘法度生是一定要用「世俗諦」

的。不能用「勝義諦」的。因為「勝義諦」是不可說的，是講不出來的。可說

的一定要「世俗諦」。所以你聽完「勝義諦」之後，你就不要小看「世俗

諦」，記住、要記住。好了，現在就講「勝義諦」這一品，品名叫做〈勝義諦

相品第二〉，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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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義諦」我已經解過了，什麼叫「勝義諦」。大家聽著，「勝義諦」三個字大

家會解了，「相」，「勝義諦相」又怎樣？那個「相」字即是情況，情況，「勝義

諦」的情況是怎樣？或者解作狀況，勝義諦的狀況是怎樣？翻做英文 state，「勝義

諦」的 state是怎樣的？好了，你會這樣駁，勝義是無相的，是嗎？勝義是沒有相狀

的，沒有相狀那裏有「狀況」？你就不要這樣問。這樣問你就沒有資格聽了。何解？

無相狀都有一種「無相狀」的情況的，是嗎？

沒有「相狀」者，即是沒有一個 form給你看而已，是嗎？它那種無相狀，無

form的那種 state是有的嘛！那種情形是有的嘛！如果這樣說，聽見說無相狀而用

「相」字就不對了，這個人就不通了，他就沒有資格聽的了。是嗎？這樣「勝義諦

相」即是「勝義諦的狀況」。是嗎？  就這麼簡單而已。品、「品」即是

chapter，chapter即是這一章，這一篇是講「勝義諦的相狀」。其餘的那一篇都是

講「世俗諦」。識解了？

好了，這樣〈勝義諦相品〉識了。我借給你看看，我這些是我的寶貝，我的法寶

來的。講義的第 8頁，第一行：〈勝義諦相品第二〉，這一品就分作四段，我將它分

成四段。如果那些唐朝大法師分，就分得很零碎的，是嗎？我就不用他這麼周密的辦

法，比較籠統些，分成四段。因為我估計大家的情況不適宜用那些這樣周密的。是

嗎？分成四段。

第一段，甲一就講什麼？「勝義諦」的第一種情況，甲一：「無二及離言二

門」，「門」即 aspect，講那個「勝義諦」分五個 aspect(方面)來到講它，第一個

aspect就是「無二」，「無二」即是甚麼？「二」就是相對，相對，什麼叫做「相

對」？譬如你說他是高，即是說他是矮。是嗎？他是高，他是矮，高與矮是相對的，

譬如有個人說他真是「善」了，這樣相對是什麼？不善了，惡了。是嗎？譬如他說某

個人靚，即是，你說她靚等於另外有些東西是不靚的。靚與不靚，善與惡，高與矮，

邪與正，大與小、白與非白，黑與非黑，有色與無色，有相與無相，都是相對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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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凡是用概念講得出的，都是相對的。

無二，無二是怎樣？不是相對的，「無」就不是，不是相對的。凡是用相對的說

話講都是不對的。你說它「勝義諦」是善的嗎？不對；你說他不「善」嗎？「惡」

嗎？都不對。你說他高，不對，你說他矮不對，凡是用都有差別，即是相對的，還是

用相對的 concept概念來講的，都是不對。「勝義」是什麼？叫做「無差別界」，

沒有 difference的，沒有的，無差別的。

「界」就是屬於，屬於無差別的部分，即是無二，沒有差別，「無差別」如果用

英文來講是什麼 absolute，絕對的。「對」就是相對，差別 ，絕對就是沒有相對。

這就是說「勝義諦」的第一個 aspect，第一個門，「勝義諦」的狀況分成五個

aspect，五個門，第一門就是什麼？「無二門」，絕對的，凡是能用相對的概念來表

示的都不對，這些即是禪宗的什麼？講便不對。是嗎？禪宗有一位大德，別人和他講

話，他說什麼？最好你把你的嘴巴拿出來掛在牆上就好了。意思是怎樣？講便不對。

是嗎？就是說「勝義」的東西是最高境界，是講不出來的。想得出的都是低級的，都

是世俗的東西。

所以「勝義諦」的第一的狀況，第一個 aspect，第一個門，「門」即方面，第

一個方面，就是 aspect從第一個方面，你的「門」字可以譯做 aspect，也可以是一

個角度，第一個角度來講，就是什麼？絕對的、不能用相對的話來表示的，absolute

的，無二門。識解了？「離言門」，既然「無二」就「離言」了。言就是

language，不能用 language來表示的，不能用 language來表示就即是不能用概念

來表示了，概念者，沒有講出來的 language就叫做概念，是嗎？講出來的，有聲音

的概念就叫做 language。

「離言」，離開說話的，你講是一回事，「勝義諦」是另外一回事。任你怎樣整

日說「勝義諦」、「勝義諦」，你說一百萬聲「勝義諦」都不是「勝義諦」。即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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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樣，火就會燃燒的，你不斷說火、火、火，火或者 fire這都是什麼？一個概念而

已，一個 concept來的而已。fire不就是一個概念、一個 concept？火是一個概念來

的，你說一萬聲，一百萬聲，一路叫到你死，火呀！火呀！它都不會燒你的，何解？

用語言所講的不過是名言，是概念，概念並不是真的東西，真的東西用概念是表示不

到的。所以是「離言」，離開語言的。聽得明白嗎？

即是不能用語言來表達的，這樣就兩個 aspect，甲一就是將兩個 aspect，兩

「門」合起來一起講。這樣即是「勝義諦」的 state，它的是性質是怎樣的？即是

「勝義諦」的狀況是怎樣的？第一、我們要瞭解「勝義諦」是無二的，即沒有差別

的。第一個 aspect，第一個門。第二個「門」是什麼？「勝義諦」是離言的，不能

用語言表達的，「離言」。後來你們讀禪宗那些，全部都是這一套東西。講不出的那

一套東西就是這一套東西，要體會才能體會得到的，就是這一套東西。即是說你坐

禪，坐著坐著就說那個殊勝的智慧會走出來，走出來就把捉到那個勝義了，是這樣坐

禪，不外是這樣。第三個 aspect，第三個「門」，勝義諦的狀況的第三個「門」是

甚麼？

甲二那裏：超尋思所行相，「超」即是超過，超過、超出，尋思，「尋思」者是

什麼？思想，有概念的思想叫做尋思。「尋」者，尋求，「思」者，思想，即是英文

的 thinking，當我們 thinking的時候，一完要用 concept，凡是要用 concept，即

是凡是要用概念去瞭解的那些東西就叫做「尋思所行」的，那個「行」字當瞭解，用

思想去行的，即是用思想去把捉的，「尋思」即是思想。

勝義諦的第二個狀況是什麼？不對！第三個狀況是什麼？超尋思所行的，超過用

我們所思想的、用有概念的思想去把捉的，即是說用有概念的思想去把捉是把捉不到

的。所以禪宗的人有一副對聯，「一落言詮成戲論」，一跌落了說話，言詮即是「名

言」概念、語言，一掉了下去「概念」和「名言」那裏，你就是笑話來的了，不是真

東西了，「戲論」。這個「戲論」就是指那些世俗的東西。你呢，什麼高深啊，禪宗

16



的東西高深，你一讀《解深密經》的〈勝義諦相品〉，就會覺得他都是多此一講，人

家都已經老生常談，談到「滑」了。你在看那個 Suzuki(鈴木大拙)，講來講去都是

「勝義諦」那套東西而已。超過尋思所瞭解的那種狀況，那個「門」，那個

aspect，那個角度，這樣就第三門了，第三個 aspect了。第四個 aspect呢？是什

麼？

甲三、超諸法一異性相，這個「諸法」即是指那些「有為法」，指現象界，現象

界。這個勝義諦與我們所見到的這個，諸法第一是指「現象界」，第二指「世俗諦」

所講的東西，這個勝義諦和這個世俗諦所講的這個世界，勝義諦和我們所住的這個世

界，到底是一件東西？一就是同一，異就是離開，兩種，勝義諦與我們這個世界到底

是一件東西抑或是兩件東西？這樣，佛家就告訴你，你說是一不對，你說是兩種東西

也不對，換言之，你連說都是不對。

所以禪宗有位大德，有一位整天打禪七的叫做忍慧法師，有一次他跟人家聊天，

人家問他，問著問著，他就喝了他一聲，你講都不對！那個人突然間給他吼了一聲：

講就不對！整個人呆了。那個人當然不明白他。其實就是忍慧法師他懂得這一套東

西，即是甚麼？因為一講就不是一就是異，講都不對的，超過與諸法是一是異的，是

一的性質還是異的性質呢？超過那種狀況，超過與諸法一性、異性，你說他一性不

對，說它異性也不對，「異」即是離開，「一」就是同一。這是勝義諦的第四、第四

種情況。第五種是什麼？

甲四、看得到嗎？「遍一切一味相」，「遍」者，到處都有它的，「遍」，這個

「遍」字與英文的 pan，泛美，泛甚麼的 pan字一樣解。無乎不在的遍一切，這個

世界上，「一切」者，什麼東西，所有一切東西，一切東西裏面都有勝義諦的，遍一

切，一味、遍一切。這件東西是黑色的，那件東西是白的，難道他是黑的？難道他是

白的？都不是，又黑又白的多了。一味的同一味的，但遍於宇宙萬有而都有它在的，

遍一切，但是一味的相，那種相。講到這裏，以前大家如果有讀過國文的，讀得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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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你就讀過《莊子》，《莊子》的〈外篇〉，有一段，有一位人問莊子，莊子成

日〔講道〕，莊子是道教徒，道教徒成日講道的。道教徒所講的「道」就是什麼？就

是佛家的勝義諦，亦即是佛家的真如，勝義諦又名叫做真如，記住。勝義諦又名叫做

涅槃，涅槃就是勝義諦。真如也就是勝義諦。

禪宗的人叫它做佛性，也是勝義諦，記住。陳太你要記住，勝義諦即是真如，也

就是涅槃，亦即是佛性，又即是甚麼？不二法門。你一讀完〈勝義諦相品〉，你可以

直接拿著「不二法門」來講都可以了。你沒有讀過這個〈勝義諦相品〉你就是拿著它

來講你都講不通。你一讀完以後，希望你們每人，建議有人請你們去講，你就去講，

包你可以講，只要你願意讀這一品就行了。這樣，遍。

莊子被人問他，你成天講「道」，「道」在哪裡？「道」在哪裡？在天上還是在

地下？還是在我的袋子裡邊？「道」是怎樣的？他就說：道在那些螻蟻處，那些螻蟻

就是「道」了。那個人說：「道」是這麼低級的嗎？在那些螻蟻、蟲蟻處？他再問

他：你講清楚一點。他說：在那些破缸爛瓦，在垃圾處，就是了！道就在那裏了！這

樣又再低級些了？螻蟻已經低級了，你還說在缸瓦垃圾裏面，你再講清楚一點！他就

說：這樣就在屎溺處。

你為什麼這樣搞法？越講就越低級。「每況愈下」，每講一個譬喻就愈下？現在

的人全部搞錯了，說「每下愈況」，應該是什麼？「每況愈下」，每一次譬喻都低級

一點，「每況愈下」嘛！現在的人搞錯了「每下愈況」，其實應該是「每況愈下」

嘛！不過也通，越低級就越明白那樣解嘛！「每下愈況」，都行，如果他稍微有一點

對的，我很少說人家不對，都給他解圍了。

「每下愈況」都勉強可以的，「每況愈下」勉強都可以的，應該是「每況愈

下」。是嗎？好了，這個人聽他講，最初說在瓦礫，後來的就說在螻蟻，再下來就變

成在屎尿，這個人就不聽了，走了。就好像有人聽我講，講了第二次，第三次他就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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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我了，他都懶得來了。「每下愈況」，他都不聽了，別搞了，我都不聽你講了。莊

子裏有一段這樣的東西。莊子的意思說是說什麼？你講給我聽。莊子的意思他解

「道」，他說「道」是什麼？一時說在螻蟻處；一會兒說在屎尿處；一會兒說在那些

垃圾、缸瓦處。他意思是解什麼？

聽眾：他是不是說「遍滿」，周圍都有？

羅公：「遍滿」，即是無處不有「道」。屎屎尿尿裏面都有「道」。不過莊子不是宗

教，他肯講屎尿，佛教徒就不敢膽講，你敢不敢膽講涅槃在那裏？唏！ 所裏厠

面就有了！是嗎？佛性在哪裡？在腳指隙處，搓一搓就是佛性，不就是這些？

在裏面了，裏面就有佛性了。你敢不敢？敢不敢？不敢！你都不夠徹底。要

敢！你一放了屁，你說我放的屁裏頭就就有佛性了，得了！你這樣就可以了！

你敢不敢膽？陳太太？嗄？在垃圾處。因為何解？佛性是無處不在的嘛！佛性

是「勝義諦」，「勝義諦」到處都是，我們喝下去的東西也有「勝義諦」，放

屁放出去的臭屁也有「勝義諦」的，「遍一切」嘛！遍於各處都有它。而且是

一味的，放屁就會臭的，檀香就是香的。不同味的嘛。它是一味的，它是無相

的，它是甚麼味？無味的「味」！一味。遍一切而且是「一味」的那種

state，那種相狀。「勝義諦」具備這五種 state，五種相狀。聽不聽得明白？

你聽不聽得明白？所以，你如果瞭解了，不用書也得，可以明白。它就是用這

五種 state來到說明「勝義諦」。

好了，講到這裡，你也讀過《心經》了，《心經》講那一種是勝義諦？你講我

聽，你講給我聽。我專門找你來問，如果被我問得一年半載，你就可以出去剃光了

頭，受了戒，自己做大法師，年多兩年，你每次說：羅先生，請你來問我吧！得了。

《心經》裏面那一句是講勝義諦的？你講。念下去，這樣才有用，觸類旁通才行。不

能讀這本書就識，另一本就不識，不行的。

聽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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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像了，這個「空」就是「勝義諦」，是嗎？

聽眾：是不是「諸法空相」那一句？

羅公：「是諸法空相」，這是「勝義諦」了。我們這裡用了五個 aspect來講，《心

經》用甚麼？「不生不滅」一個 aspect，「不垢不淨」兩個 aspect；「不增

不減」三個 aspect。是嗎？《中論》就用四個，即是八不：「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用四個。《心經》用三個，每一種

用二來開二的。這即是說《中論》就「八不」，《心經》就六不。其實應該怎

樣？千不、萬不、萬萬不，是嗎？才對。限八個，限四個不過就是舉例而

已，give example而已。他這裡就用五個來舉例，不過五個已經很夠，很夠

味了。「離言」者，就是講也不對。第一個，即是說甚麼？有生有滅又不對；

有垢有淨也不對；是嗎？你說他是什麼？那個勝義諦裏邊有「色」也不對，有

「受」、有「想」、有「行」、有「識」也不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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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是什麼都沒有，一路

「無」下去，其實《心經》已經講得太少了，應該千無、萬無、萬萬無，因為

它不可以用「言」嘛！不生不滅那些就是「無二」，是嗎？

「生滅」是二，「垢淨」是「二」，「無二」。《心經》這麼多東西就是講「無

二」這一門。這個「不」甚麼，那個「不」甚麼，什麼就是講「離言」，是嗎？「離

言」，超過一切尋思相，《心經》也有這樣講？都有，不過不是很明顯。怎樣說？

「無智亦無得」。用你的智慧也不對，用智慧都不對更何況是尋思？是嗎？是嗎？

「尋思」。

還有，超過「一異性相」，就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的那些，超過一與異

了。「遍一切一味相」是什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色

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裏面都有空性，「空性」即是勝義

諦。即是說，你把握住這幾點，解什麼經，凡是和勝義諦有關的，你都搞定了。所以

這部經就叫做「了義經」，就是這樣解。明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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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經在這一品裏邊將「勝義諦」開成五個 aspect，五個角度來到解釋，聽得

明白嗎？我們現在看第一個角度了。第一、第二兩個角度，第一個角度就是「無

二」，無差別的，absolute的，第二個角度是「離言」的，不能用 language來表達

的，不能用 concept解釋的。「離言」兩門、兩個 aspect角度。現在，看到嗎？

甲一，「無二及離言二門」，分二，分二段。第一段、長行廣釋，「長行」即是

散文，散文，用散文來詳細解析，「廣辯」，「辯」即是解析，「辯」即是解說。乙

二，以頌，以頌重頌，長行解釋完了，就用一首偈頌再重新複述一下。「重頌」。現

在先長行廣釋。乙一、長行廣辯就分三，第一段是問答。第一個問答，佛與菩薩的問

答 。第二、丙二第二段，第二個問答。丙三，第三段問答，他兩師徒三分問答來解

釋「無二」與「離言」這兩個角度。你看看，第一個問答：丙一、第一個問答，既然

有問有答分兩段，就分做丁一、丁二。

丁一、就是有位菩薩問佛，丁二、是佛答那位菩薩。現在丙一，不是！丁一，那

位菩薩問了，我們看看他問什麼，「爾時，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最勝子！

言一切法無二，)一切法無二者，何等一切法？云何為無二？」當時釋迦牟尼佛在報

土處，在有十八圓滿的報土處的時候，有一位菩薩問他，這個菩薩是誰？不知道他的

名字，人人都說他是「如理」，那個記錄的人說有一位「如理請問」的菩薩，「如理

請問」未必是他的 proper noun，未必是他的名字，即是很合理地請問的，有這樣

的一位菩薩。

一位「如理」，你可以兩個解，一個解是那個菩薩的名字叫做「如理請問」；第

二個解就是有一位能夠很合如理的，很合理的，能夠很合理地去請問的、有一位這樣

的菩薩，任你兩個解，任你意。你說我一定要，那個解才通？這些無關痛癢的事，你

那麼緊張做甚麼？那是菩薩的名字你理那樣多做什麼？或者就是你的前世都說不定。

這些不需要緊張的。是嗎？他有一位「如理請問」的菩薩，「摩訶薩」即是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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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菩薩是已經見道的菩薩，所以加一個摩訶薩，他就在佛的面前，他問另外一個，

一定是很瞭解〔義理〕的了，未必是人名，是那種菩薩，那位能夠瞭解甚深義理的、

密意的、秘密的意義的菩薩，他這位菩薩這樣問，他怎樣問？「最勝子言一切法無

二。」「最勝子」即是你先生，你老先生，「最勝」，佛就是最勝，你看看我上文的

字，「最勝」指佛，我錯了一個字，我寫「最佛指佛」是嗎？請大家改正它，「最

勝」是指佛，佛是世間中最殊勝的，他說「最勝子」即是佛的兒子，「子」是繼承

人，佛的繼承人，因為菩薩將來會成佛的，是佛的繼承人。他說「最勝子」，他說你

即是佛子，另外一本就譯作「佛子」了。

他說，佛子，你這樣說：一切法都是無二的，都是無差別的，凡是你說有差別

的，都是世俗的而已。他說，一切法其實都沒有分別的。你就這樣說了：「一切法無

二者，何等一切法？云何為無二？」現在，我根據你的說話，問你了，第一，你說

「一切法無二」，我現在就提出兩個問題問你，「何等一切法」？你說「一切法無

二」，什麼叫做「一切法」？「何等」翻譯做英文即是 what are，甚麼叫做「一切

法」？「云何為無二？」為什麼它「無二」？這個「云何」即 why？何以說它無

二？這樣，已經解釋了這一段。你問：這樣簡單？就是這樣簡單，要這麼詳細來做甚

麼？你讀經就是明白了這部經去修行，不用這麼詳細，很容易就老了，種種都這麼詳

細。

所以太虛法師講，有一次與太虛法師講起上來，太虛法師最反對人詳細講事。他

呀。所以太虛法師講這麼多東西，都是簡簡單單地講的。太虛法師有幾句說話，他說

有一種人，他說有一種人很可憐的，他說有一種人耽玩名相，「名相」就是概念，成

日在那些概念上打轉。即是那些思想，思想家、哲學家。「耽玩名相，樂以忘疲，」

就是在那些概念上很快樂：我又解通了這一句，我又解通了那一種。「樂以忘疲」，

忘記了，忘記了疲倦。因整日耽玩名相，欣賞那些名相，「不覺已老了(不覺老

至)」，結果是人生無幾，搞著搞著幾十年，他自己老了也不知。做了就死了，死了

的時候，所有的概念，你臨死的時候還有沒有概念？烏凜凜，臨死的時候就像一塊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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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什麼概念都不見了，所以那些概念沒有用的，當你死的時候，那怕是學了多少，

學富五車，一車二車學來的都是概念，到你將近斷氣的時候一點都用不著。反而不及

老太婆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她還在那裏，還是笑吟吟地說：我生極樂世界了。她更

妥當。你一味的耽誤，那種學者，太虛法師揶揄那班哲學家，那些甚麼熊十力的，揶

揄那些人。那些人「耽玩名相，樂以忘疲。不覺已老(不覺老至)」。到你死的時候你

就知道。所以讀經不可不解，記住，但不要解得太過緊要。

陶淵明就最聰明，晉朝的陶淵明。陶淵明有一篇東西是自己講自己的。《五柳先

生傳》，他自己稱自己做「五柳先生」，他門口有五棵柳樹。你門口有幾多棵？

聽眾：一棵都沒有。羅公：唉！我都想有門口種二棵柳樹，我老婆反對，說柳樹是不

妥當的，那些人怕柳樹的。我在講什麼？五柳先生說：好讀書不求甚解。很喜

歡讀書的，這位陶淵明，但他不求甚解。解，他要瞭解，但「甚解」就別搞

了。解得太徹底就不好了。我解到「瞭解」便算了，解得太過瑣瑣碎碎就不要

搞，太浪費時間。以前，你知道嗎？有一位先生讀四書，解「子曰」兩個字。

你解很簡單，子，古代稱男子的尊稱，稱他為「子」，即是等於我今天叫你做

先生，那樣解，「子曰」，即是先生這樣說，就已經可以了。他不是，他說：

子曰，那個子字原來是這樣寫的，這樣寫，這樣寫又怎樣？這個像小孩子的

頭，這個像小朋友條頸，這個像小朋友的身，小孩子有兩隻腳為什麼不岔開？

因為小朋友出世以後，那些人都是用一塊被子包著他，所以他就不見兩隻腳，

但兩隻手要分開，所以這裡就是兩隻手了，子就是這樣。子是純潔無瑕的，那

個人，那個先生，那些男子，所以他長大以後，他說他純淨無瑕的這個人很好

的，都是猶如嬰兒一樣這麼純潔無暇的，所以即使他是成人亦稱他為「子」

了。他是孔夫子的學生，所以就稱他為先生，所以就稱先生為「子」了。這樣

解了一段時間之後，再解「子」就本來這樣寫才對的，但這樣的寫法後來就變

了，漸漸就上面變成這樣加了一畫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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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了一輪就解了半個鐘頭，解釋一個「子」字，解完「子」字就解「曰」，

「曰」就怎樣呢？曰字本來就這樣寫，像一個口，口就張開個口，下面就應該這樣

的，打開口說話，有口氣「哈」出來，就樣就像那口氣了！所以就叫做「曰」。

這樣講下去，搞成這樣做什麼？叫你解「子曰」，你就是說孔夫子這樣說就好

了，解這麼長做什麼！這些就叫做「甚解」了。陶淵明就好讀書，但「不求甚解」。

他不是不求解，是「不求甚解」。讀佛經一樣是要這樣，但如果你做法師就不同，你

是修行，你就應該要讀佛經，但不必求甚解。

如果做法師又當別論。因為做法師別人會問你的。是嗎？這樣你就要甚解，這是

第一件事。還有，我們讀中國小說裏面，我們最佩服是誰？諸葛亮。是嗎？諸葛亮很

會讀書的，諸葛亮讀書「但觀大略」。他讀書只是讀書的內容大略的明瞭，他不詳細

研究它的，何解？詳細研究他留給那些專家去搞，他自己不搞。諸葛亮讀書「但觀大

略」。一個諸葛亮，一個陶淵明都值得我們效法。他們兩個都是這樣。

至於認真將每一個字都解得詳詳細細的那些是甚麼人？那些人叫做「學究」，學

究兩個字聽起來很好聽，其實這句話是在譏諷你的，這是一個學究來的。即是說，這

種人讀了滿肚子書卻不切實用。這樣，大家這樣解就夠了。這段即是說，當時有一個

菩薩，向另外一個菩薩提出兩個問題，一個說，你說一切法都是無二的，在勝義諦來

說一切法都是 absolute的，都是無分別的，現在我問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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