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象身」、「馬身」、「車身」、「步身」。還有甚麼？「末尼」，人造寶

珠，「末尼珠」是甚麼？梵文叫做 Cint -ma i ā ṇ 人造寶珠。「真珠」、真正從那些蚌

處拿出來的珠，琉璃、那些藍色的寶石，「螺貝」、紋母殼，你們有沒有見過？那些

螺貝用來整鈕扣的，文武殼閃閃亮的那些，螺貝。「璧玉」、那些玉石，白玉，翡翠

玉；「珊瑚」、紅色的那些珊瑚，「種種財、穀、」他會變出這個，整座庫房都會變

出來的，用幻術等身。他說，他這樣就現出這些東西來了，講到這裏就這樣了。

「若諸眾生愚癡頑鈍，惡慧種類無所曉知，於瓦礫、草、葉、木等上諸幻化事，

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見者實有象身、實有馬身、車身、步身；末尼、真珠、琉

璃、螺貝、璧玉、珊瑚、種種財、穀、庫藏等身」；這裏先半句。他說「若諸眾

生」，他說如果有些眾生，其中有些眾生是愚癡，即是蠢材，愚蠢的，頑鈍，頑劣

的，很遲鈍的，惡慧種類者，「惡慧」即是他的智慧專們想些無謂事的，惡慧的種

類，「無所曉知」。很無知的這個人，這樣，這一類眾生一看見別人弄幻術，他就於

「瓦礫、草、葉、木等上，」那個幻術師在那些於「瓦礫、草、葉、木等上」的上面

所幻化出來的東西，那些無知的人一看到，他見到或者聽聞到了：「作如是念，」起

了一個這樣的思念了，他的心就這樣想了，「此所見者實有象身」，這次我見到的是

真真正正是有象，真真正正是有「馬、車、步兵」，真正是有「末尼」，有「真

珠」，有「琉璃」，有「螺貝」，有「碧玉」，有「珊瑚」，又有「種種財、穀、庫

藏等身」。

他們那些蠢人，「如其所見，如其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

愚妄。」他就怎樣呢？如其所見，「如」即是依照，依照，那個「如」字即是英文的

as的，「依他所見，如其所聞。」依他所聞的以為是真的，「堅固執著」，很堅

固，別人說它假的他都不信，我親眼見到的，你都說假？「堅固執著，隨起言說」，

他執著之後跟住就講話了，四處宣揚說這些就是真的東西了，「唯此諦實」，他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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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這樣才是真的東西，「餘皆愚妄。」其餘都是假的，這樣才是真的，這些這樣的

人是蠢材。「彼於後時應更觀察。」他說：這些蠢人後期事過境遷的時候，應該去想

一想，應該去再想一下，重新檢討一下，因為泥土、垃圾斷斷不會變出那些「末尼、

真珠」那些東西的。讀完這裏，很快的。

巳二，「說明智者以立少幻事非實。」說明，那些聰明的人就瞭解的，這些幻術

幻出來的東西不是真的，「若有眾生非愚非鈍，善慧種類有所曉知；於瓦礫、草、

葉、木等上諸幻化事，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見者無實象身、無實馬身、車身、步

身、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種種財、穀、庫藏等身。」這裏半句。

他說，如果有些眾生「是非愚非鈍」，不是蠢的，「善慧種類」，有很善巧的智慧的

那類人；「有所曉知」，這個人他是懂得事的；「於瓦、礫、草、葉、木等上」，在

那些這樣的垃圾上面，在那個魔術師幻化出來的東西上，「見已聞已」，當他見到或

者聽到之後，「作如是念」，他起了這一個想法，他怎樣說？「此所見者，無實象

身、無實馬身、車身、步身」沒有的，他說，我所見到的東西是假的，不是真正有

的，亦沒有那些真正的「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種種財、穀、庫藏

等身。」都不是真有的，種種都沒有了，然則全部都沒有東西嗎？他說又不是：「然

有幻狀迷惑眼事。於中發起大象身想，或大象身差別之想，乃至發起種種財、穀、庫

藏等想，或彼種類差別之想。」一句。

他說他這個聰明的人就知道，知道怎樣？「然有幻狀迷惑眼事。」他知道有些幻

的情狀，這些幻的情狀，幻術的情狀迷惑我們的眼睛的視覺，有這樣的事，是迷惑我

們的眼睛的這樣的事實，即是說甚麼？我們的這個世界雖然是空的、假的，但你不能

說這個世界是完全沒有的。有眾緣和合所生的這個甚麼？「離言自性」不是沒有的。

「於中發起大象身想。」我們，他一迷惑了我們的眼色，〔就會〕令我們於這樣東西

之中生起一種「或彼種類差別之想」。我們受了催眠或者見到那些「財、穀、庫

藏」，那些種種不同的情景，有些這樣的想，想法，他不受他的迷惑，「不如所見，

不如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愚妄。』」又半句；他說，他這些聰

明人「不如所見」，他不依照他所見到的幻術，「又不如所聞」，他不依照他所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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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不依照他所見到、聞到的很堅固地執著它，亦不執著，亦不會跟著他執著之後

跟著起言說：只有這些東西是真的，其餘都是假的，這種東西才是真的，「唯此諦

實」，「諦實」即是真實。「餘皆愚妄」，其餘那些是假，它才是真的。而且他這個

聰明的人，他還會教導別人，會告訴別人，告訴別人說這是假的。「為欲表知如是義

故，亦於此中隨起言說」。他說這個聰明的人他為了想，「欲」即是想，為了想，想

表達出，「如是」即是這些，這些道理，想講出這些道理給別人知，他「亦於此中隨

起言說。」他亦講，但他的講法不同，那些蠢人說那是真的，這個聰明人說它這個是

幻術，是假的。「彼於後時不須觀察。」他說這個聰明的人在事過後，他亦不需要檢

討了，因為他沒有錯誤。有沒有問題？聽不聽得明白？你這樣學會了之後讀多兩次，

你就全部了了然了，沒有比它深的，這部就是最深的經之一，最了義的經之一，深。

兩個譬喻都講了。蠢人就是這樣，以為他是真的；聰明的人就知道它是假的。他

知道假之後他會怎樣？他就講給別人聽，這些是怎樣的假法，怎樣的假。這即是說什

麼？我們這些所見是蠢人所見的這個世界，以為什麼都是實的，如果是聰明的人、有

智慧的人，會告訴你這些是空的、假的，但空而已，並不是沒有這回事，這個「離言

法性」是有的。這些人，學佛經的人有兩大毛病：一個是左，一個是右，左是怎樣？

全部是空的，甚麼都沒有的，四大皆空，什麼都是空，這些人是什麼？這些人不可救

藥的，開口又空，閉口又空。另外一種人執著，非要這樣不可，一定要這樣，一定要

這樣。執著，兩個極端。我們一定要怎樣？中道。空就是空，空不是沒有，不是等於

無。我們應該要在「空」裏面知道它是空就不要執實，不要執實，雖然不要執實，但

我們人生日用，我們要做很多事的，我們還有很多實事要做的，這樣才合乎中道。現

在學佛的人要不就大消極，甚麼都不理了，馬馬虎虎就算數，就是這樣，這些人中了

「空」的毒，又有些他怎樣？執著了，一定是這樣才行，帶他去偏一些也不行，這些

這樣的人是不可救藥的。

有些人怎樣？印光法師(1862年－1940年)有一篇文章，那些人說那些女人生產

的時候不要唸觀音菩薩，污穢了觀音菩薩。被印光法師 他，正是要念！你在這個時駡

候，這是一個危險的關頭嘛！危險關頭都不念，等你平平安安然後才念嗎？他這是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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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佛的身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的，那裏有污穢？你能夠污穢得到他嗎？你不

能污穢到他的，他本身亦不污穢的。所以越無知的人就越多執著，種種，種種，執得

很離譜的，有些，有些就全部放棄，全部都是空的、空的。因為什麼都是空的，這個

想法是很弊(錯誤)的，一切人生日用的東西他都放棄了，壞事固然他是不做，好事也

不做的。所以佛教徒的大缺點就是怎樣？你看看人家那些，大間醫院，一所所地辦，

一大間、一大間地起，你看看佛教徒有沒有起？勝義諦有幾種性質，是嗎？

第一種性質就是什麼？「無二」。是嗎？「無二」，「二」就是分

別，difference差別，有差別就叫做「二」。中文這個讀「差別」，如果你讀錯就讀

差別，這個字有三個音的，如果你當差人那樣解，或者差遣他去做什麼事，讀

「猜」。如果你做錯了，差了，就讀「叉」差。如果他是 difference，不同的，不同

的，就讀什麼？「痴」，三個音。不過「叉」和「痴」音，現在的人都已經搞亂了，

都沒有什麼所謂了，是嗎？沒有所謂了，如果你教人家讀中文你就要懂，因為你教

人，就最怕教錯人嘛！人家讀「叉」或讀「痴」音就不必笑人了，因為這個時代不能

夠吹毛求疵的，差別即是 difference。

我們通常有善與惡，高與矮、大與細等等相對的差別，勝義諦裏面，「勝義諦」

即是真如，亦即是涅槃。即是當你證到勝義諦的時候，或者當你進入了涅槃之後，或

者當你證到真如見道的時候，那時候的境界就叫做勝義諦了。那時的境界是沒有

difference的，沒有分別的，即是沒所謂善也沒有所謂惡，亦無所謂大，無所謂細，

無所謂生，無所謂滅，你去讀《心經》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

減」一路去，凡是有生有滅，生與滅就是有相對、有差別了。垢與淨相對有差別了，

勝義諦即是你證了勝義的時候，是沒有這種情景的。這即是長短都沒有了；壽命的長

短也沒有了，沒有了這種〔差別〕，壽命的長短都沒有了，豈不是沒有壽命？又不是

沒有壽命，如果你說沒有壽命，擔心沒有壽命，有與沒有又相對，又有差別了。沒有

了這種情況的。超過了一切空間，時間，全部都超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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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是不二，是嗎？無二相。你們讀《維摩經》就讀過〈不二法門品〉，是

嗎？不二，第一種性質就是不二。第二種就是離言，是嗎？「言」，就是言說

language，言說的內容是什麼？概念，concept。離言就是離開了 language離開

concept的，離言，離開名言，即是名言所講的東西，只是另外一套名言而已，名言

所講的那一套實在的東西，你要直接體會到才知道的，那個就是勝義諦。勝義諦是離

開概念的，你用概念，用語言所講的，始終是概念，始終是語言，就與那些真實的東

西是不同的，勝義諦的「諦」是離言的。

這樣上文就解了甚麼叫做「無二」？他就做解釋，我們現在通常說的所謂「有為

法」、「無為法」，就是「二」了，他舉的這個例子就很容易了，他說，其實所謂有

為法，是世俗的言說來的，在勝義諦裏面無所謂叫做「有為」、「無為」的，所以在

勝義諦裏面來說，所謂「有為法」，這個勝義的有為法是「非有為亦非無為」，不是

世人的概念所講的「有為」，也不是世人概念上所說的「無為」。倒過來，從勝義上

來講，所謂「無為法」，真真正正從勝義諦裏面來講，所謂「無為法」是假名來的，

假名的、真正的有為法，從勝義諦裏面來看，並不是世俗人所講的概念上的「無為

法」，也不是世人概念上所講的「有為法」，所以「有為(就)非有為非無為，無為亦

非無為非有為。」聽不聽得明白？你看看我，我的記憶力你〔可以〕考一下我。

好了，然則世人確實見到種種東西這些是「有為」，那些是「無為」，這些是

「善」，那些是「惡」，他說這些全部都是假東西來的，有差別的事情都是假的。舉

一個例，譬如有一個幻術師，和他們那班弟子，那個魔法幻術師，記著，幻術師用來

譬喻什麼？譬喻我們的「心」，那八個「識」，那些弟子是指什麼？譬喻那些心所：

「觸、作意、受、想、思」，那些心所，他說，那些幻術師和那班弟子在那裏變戲法

就變出什麼？在街上的大地攤，十字路口那裏，打起鑼鼓叫人聽唱戲，看表演，那

樣，在那裡變戲法，他變出是什麼？又有「象兵」，又有「馬兵」，又有馬隊，又有

「金銀琉璃」等等的，見到這些東西，其實是〔用〕甚麼變的？他是用泥，用木石來

變，變起那些東西，這些東西是用來怎麼的？那些又有「象兵、馬兵、步兵，」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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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金、銀、螺貝」，那些要來代表甚麼？用來代表這個世界。即是說什麼？這個世

界是我們的那個「心」與那些「心所」幻變出來的，根本就沒有這個世界，有千差萬

別的有善、有惡，有生、有滅的世界，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在勝義諦來說，當你證到

勝義諦的時候就知道沒有這個這樣的世界。

這個世界是世俗上，你還未證到勝義的時候，你就見到這個「心」與那些「心

所」所幻變出來，好像那些幻術師幻變出來的這個世界那樣，就是這樣而已。但是當

這個幻術師幻變出這個金銀與那些「軍隊、步兵、象兵、馬兵」等的時候，他說，有

兩種人的看法，對於幻術幻出來的東西，如果是那些蠢的人，他見到那些馬兵，就會

以為真的有「馬兵」了，象兵是真的有「象兵」了，見到金銀就以為有真金、真銀

了，他說，這些就是蠢的人。用來譬喻什麼？我們凡夫在迷界裏面，見到有地球就以

為真的有個地球，見到有一個人在地球上活動，就以為真的有，甚至見到有佛出世，

就以為是真的有位佛在這裏出世，這些都是幻象來的，不是真實的，是幻象來的。這

樣就等於，猶如什麼？猶如那些蠢人見到幻術師幻變出來的東西就以為是真實，執為

真實。另外有一種人是聰明的人，他就知道沒有的，他所見的這些東西是幻術師幻變

出來的而已，用來譬如什麼？那些有智慧的人就能了解，我們的人生、我們的世界，

甚至到我們起的種種煩惱，種種的東西，這些都是什麼來的？都是我們的心和心所幻

變出來的，如果你知道它是幻，你就不會跟著他打轉，這樣你就自然會和勝義諦相契

合了，總有一天你就不會被那個煩惱的人生所束縛，不被那個有漏、有煩惱的世界所

束縛，你就證得這個「勝義諦」了，那時你就見到這個世界與人生的真實的相狀了。

講到這裏，「無二」。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一個、第三個問答已經讀過了。現在

第十頁就是什麼，己二了？上文就是說，那些蠢的人，見到那些幻術幻〔變〕出來的

東西以為是真的，是嗎？這裡講到什麼聖賢了，那些聖人、賢人，猶如那些聰明的

人，知道是幻術幻出的，知道它是假的，同一樣道理，那些修行的證得勝果，證得，

這樣的有賢德的人，他見到我們這個世界，他知道這是幻，他不會跟隨這個世界，跟

著這個世俗的人生去打轉，就會這樣了。來到這裏，尤其是你們青年人就有一個問

題，你就會問了，很多人他是不會答你這個問題的，你會問，然則我們這個世界是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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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如幻如夢了，我們那需要理會這個世界？我們超然離開這個世界，出世進去深

山修行，那就好了！答案是如何答好呢？應該如何答？這個世界既然是幻的了，既然

是幻的，有什麼價值？遺世獨立最好了！是嗎？問題的答案我代你答好了，省時間，

費事問。問題的答案是這樣，你這個問題問得對，第一個，你問的對，這世界是幻，

沒有真實的價值，但是我們處理、對付這個幻的世界、對付這個人生，我們有兩種不

同的態度，第一種態度是小乘人的態度，這個世界既然是幻的，是沒有價值的，我們

就撇除它，不要它，第一最好就是去出家，證四果，最後成阿羅漢，一成了阿羅漢以

後就快快的不要遲，入涅槃，多一年壽命都懶得搞了，快快的入了涅槃，所以那些小

乘的羅漢他不求長命的。是嗎？他不求長命的，長命來幹什麼？假的，在假的世界裏

面搞多幾年做甚麼？早去早著！是嗎？好像做了一個惡夢一樣，在幻的世界裏面打

滾，好像一個人在發惡夢那樣，夢既然是惡夢了，有什麼好處？不如早點醒，不要整

日在惡夢裏面沉迷了，對！早點去涅槃。

第二個、第二個答案是大乘人的答案，是啊！我就會在大夢中醒來了，不止我做

夢，你們每個都做夢，不止你們每個人做夢，你們都每個人的夫婦、父母、妻子，每

個都還在那裏繼續做夢。你就有辦法走了，是嗎？好像這間屋，這座大廈大火災的時

候，你的子女、老婆、朋友全部都在這裏，你自己已經跑了出去了，你願意嗎？還是

你要回來把他們都帶走？如果你說，我純粹是想要有智慧而已，我不需要的，你走不

出，誰讓你走不出那麼蠢？我能走，我為什麼還不走？別搞，我先走，我可以臨走的

時候告訴你這樣就可以走了，走不走是你的事，小乘人就是這樣的態度；大乘人就不

是，他會回來拖你們出去，能夠拖多少就拖多少，他怕什麼？他不怕有惡夢裡面打轉

嗎？如果我們正在做惡夢的時候，知道這個夢是惡夢，我們就不會怕了。明不明白？

那裏也雖然是大火，如果我們穿著救火的〔防火〕衣，燒不著的，我們就不怕了。水

是會淹死人的，你不會游泳就會淹死，如果這個人，他的泳術非常好的，一定淹不死

的，不只淹不死，還有氧氣筒背著，十拿九穩的，還有很多同志的人幫忙的，那些所

謂的諸佛菩薩，他怕什麼進去海裏救人，怕什麼進去火宅裏救人？不怕的。這是大乘

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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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小乘的人就是自度自了算了，大乘的人就救世的。這樣，小乘的人就最緊要

出家，快很多，你出家肯修行最多就幾十世，就證阿羅漢果了。聰明智慧的就即生都

可以證果。但大乘就不是這樣講的，三大無量劫然後才可以入涅槃。而且能入但是不

入，表現一下入涅槃而已，觀音、文殊、普賢那些〔菩薩〕已經成了佛了，他表現一

下，示現一下入涅槃，再回來，他自己都不做佛，做佛的助手，觀音菩薩，他做阿彌

陀佛的助手，其實他早就成佛了。釋迦佛成佛，他又過來見釋迦佛，這樣諸如此類。

這樣是雖然可以入涅槃，但是不入涅槃的，那些叫做「無住涅槃」，無住涅槃是有大

的智慧，所以他不被生死所束縛到，會出生死，也可以入生死都不怕，不住於生死，

整天生生死死，不住於生死。但是他有大悲，所以他不住涅槃。明明可以入涅槃但他

不入涅槃。這樣就是說，生和死，一種了，和涅槃俱「不住」，兩種都不住，既不住

生死，又不住涅槃，叫做「無住涅槃」。就叫做「無住處涅槃」。他所住之處，要不

就住於生死，要不是就住於涅槃，他不住，兩俱不住。這樣我已經解過了。是嗎？如

果是蠢的人，見到那些幻術師幻出來的東西就以為是真的了。這些用來，蠢的人用來

譬喻甚麼？譬喻那些凡夫，那些無智慧的人了。

現在是己二、合聖賢了，如果是聖賢，他就不是了，他知道，就好像那些聰明的

人，見到那些幻術師幻出來的東西，他知道這些是假的，假的他不沉迷，你看，己

二、合聖賢了。「若有眾生非愚夫類，已見聖諦，已得諸聖出世間慧，於一切法離言

法性如實了知，彼於一切有為無為，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決定無實有為無

為，然有分別所起行相。」那「行」字讀「杏」音至好。「猶如幻事迷惑覺慧，於中

發起為無為想，或為無為差別之想；」這裏半句先。

聽眾：羅生，那個「合凡愚」那裏好像還沒有講。

羅公：嗄？「合凡愚」未講？是嗎？未講嗎？那就解一解那些文字。意義就大家都知

道了，是嗎？先讀一讀。先講「合作聖賢」，然後回頭再說「合凡愚」一樣

的，明其理就兩頭調都無所謂，好像一個會打麻將的人，那副麻雀你可以調來

調去，你喜歡食平糊就平糊，食三番就三番。都是那一套東西，可以調。我們

調，調上調下不要緊。或會問：佛所講的經都可以兩頭調？佛所講的經，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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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講甚麼？佛所講的經還不是說假東西！是嗎？都是假東西來的，都是世

俗諦而已，是嗎？都是名言來的，如果你將近要入涅槃的時候，連那些經你都

要丟掉。他說如果有些眾生是有聰明、有智慧的，「非愚夫」，「愚夫」就是

蠢人，若不是蠢人的那類，「已見聖諦」，「聖諦」即是聖人所了解的真諦，

這個意思即是甚麼？這個「聖諦」實在就是「勝義諦」來的，亦即是真如，是

嗎？已得諸聖出世間智、出世間慧。他說已經得到那些聖人所有的，超過世間

的智慧，「出世間慧」即是無漏智慧。怎樣叫做「有漏」？怎樣叫做「無

漏」？看你們記不記得？陳太你記不記得？

聽眾：有煩惱的。

羅公：對了！你真了不起，你不是由頭聽到尾，你才聽了不久，你都記得。有煩惱

的，「漏」即是煩惱，煩惱，西方人譯它做 outflow，好像整天把你的生命的

東西漏出來那樣的，是嗎？就用來代表煩惱，煩惱就是我們的心裡面所有的，

那種壞的勢力。壞的勢力為什麼叫做煩惱？為何叫煩惱知不知道？煩，煩字怎

樣解？陳太你識不識？煩者躁也，躁爆的躁，煩者躁，急躁的躁，煩者躁也。

惱字何解？陳太？

聽眾：惱亂。惱亂的心。

羅公：亂、那個「惱」字是亂，惱就是亂那樣解。惑、我們的心裏有一種惡的勢力，

一種 bad power，那種惡的勢力，如果他一起作用的時候，它會怎麼樣？因

為它的性質，性格是煩躁的，所以它令到我們的身心煩躁了，即是你失眠的時

候，不寧的時候，身心煩躁。它惱亂你的身心，你本來身心很寧靜的，現在搞

到你不得寧靜。那種惡勢力、那種 bad power叫做甚麼？煩惱，在我們心裏

面的。那些是？例如貪，最厲害。第一是癡最厲害，無明；第二、貪；第三是

瞋，惱怒，還有甚麼？慢，惡見、等等，無慚、無愧等等，你聽講《唯識三十

頌》的時候，講那六種隨煩惱，和那二十種，不是！六種「根本煩惱」和二十

種「隨煩惱」那些，那些叫做「漏」了，是嗎？「有漏者」即是有煩惱的，意

思是說它與煩惱相結合，就是有漏了。出世間就是排除煩惱的，即是無漏的，

無漏的出世間的智慧，我已經講過了，無漏的出世間智慧有兩種，記住這些，

我講了多次，你們不記得，你們就是愚夫了。兩種無漏智慧，我再講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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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兩種，一種是有漏，一種是無漏。是嗎？我們現在通常所講的有漏智慧，

都是有漏智慧。有一種無漏智慧我們從以前到現在止，到現在這一秒鐘止，從

來沒有爆發過，未曾出現過的。要怎麼樣？要修止觀。到了見道的時候就出現

了，那種叫做「無漏智」，無漏智，無漏的慧，不要用那個「智」字，用

「慧」；智即是慧，慧即是智，「慧」有兩種，一種是有漏慧，一種是無漏

慧，無漏慧之中，有兩種，一種我用新名詞解給你聽，沒有概念的，沒有

concept的，即是無相的、無差別的那種慧，那種叫做什麼慧？

聽眾：勝義諦。

羅公：什麼？

聽眾：無漏慧。

羅公：唔？

聽眾：無漏慧、勝義諦。

羅公：無漏慧我剛才講了，無漏慧分成兩類嘛！一類沒有概念的，就叫做「根本

智」，記得嗎？又叫做「根本無分別智」。根本智。第二種是有概念的，有

concept的，即是有分別的。那種叫做什麼智？

聽眾：是「後得智」。

羅公：「後得智」，得了「根本智」之後所得的「智」，「後得智」。「後得智」是

有概念的，明白了沒有？佛說法用甚麼來度眾生？用根本智還是用後得智？

聽眾：後得智。

羅公：用後得智。根本智是不能度眾生的。根本智只可以自利而已，想利他一定要用

後得智。何解？你想一想，你回去想想。我現在告訴你，你想度眾生、想利

他，一定要用後得智，根本智是不能起利他的作用的，不能度眾生的。

聽眾：未有根本智，可不可以用後得智？

羅公：不行。你有根本智，但沒有後得智，那即是甚麼智？現在我們的智慧？是嗎？

我們的智慧都是有漏智。有漏智，那豈不是很慘？我們現在在這裡不慘嗎？有

漏智又有兩種，善的智和惡的智，善慧與惡慧，惡慧，善慧和惡慧，惡慧就是

壞的，都是「智慧」而已。我怎樣去打劫銀行，你以為他沒有智慧嗎？不過這

是惡的智慧，惡的智慧是會引你沉沒、沉淪的，但是有些善的智慧很好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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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經常說，我要講公理，又要如何如何，都是智慧來的，那些是善的智

慧，善的智慧，雖然是善的智慧，但還是有漏的！那樣證不到勝義諦的，證不

到真如的！怎麼辦？沒有怎麼算，有漏的，善的有漏智慧，我可以引出無漏慧

出來，有漏何解可以引出無漏？何解？現在我反問你，何解有漏不可以引出無

漏？你去試一下走去那個蛇洞處，放隻手指在蛇洞口，看可不可以引出那條

蛇？是嗎？手指和蛇是兩件不同的東西，但是你放隻手指在蛇洞，就會把蛇引

出來咬你的手指。這些叫做「增上緣」。是嗎？

有時候的惡的東西都可以做緣來引出善的東西，有些人就不信，以前有一個人，

太虛法師在廈門大學演講，就被人家駁他，他說有時惡的東西，雖然他不是善的，但

是可以引出善的東西出來，當時被一個後生仔駁他，這樣，太虛法師都很聰明的，原

來那個駁他的人是教授來的，那個教授是學中文的，四書五經都很熟的，太虛法師就

反問那個教授，教授，是呀！你現在這樣問我，你問得很有道理，不過我想在我答你

之前，我想先問你一下，你閣下在大學裏面教什麼？他說：我？我教群經的。這個人

也很大聲的，他在廈門大學：我教群經的。「群經」者，四書五經全部包括了，大學

裏面有時候會開一科群經概論的，那些〔科目〕的。通常的所謂「群經」，就是在大

學裏面的中文系，那個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裏面，有一門學科是教一本

經的。他說：我教群經的。太虛法師就很熟這些東西的，他說好，我問你，孟子裏面

是不是有一句，「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他說從前的周文王，他只要，文

王和武王，他說「武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武王一發脾氣，發怒就影響到天下的人都

安樂的，都得到安樂。是不是有這句話呢？「是呀！孟子講的嘛！」。武王一怒而安

天下。文王，不是、不是，他就講就是講武王，實在文書裡邊講的是文王，「文王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找一天我詳細講給你聽，這些是國文來的，你們這些年青人是

不懂的，講給你們聽聽，你們是中國人，有機會你們讀中文的時候。前兩個星期，那

位Nixon(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前任美國總統，在這裡講話，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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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演講。他說：我們的兒女大了的時候，我們的孫子長大的時候會看到世界上只有三

個超級大國而已，哪三個呢？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一個就是中國。其他都沒有

超級大國了，就是這三個國家。這句話你不要以為他隨口講的，中國地大物博，人口

眾多，人口是世界第一，地方還有很多未開發，裏面蘊藏的石油，礦產，都不知道有

多少，而且中國人你看他蠢，外國人是看錯了，美國人與加拿大人以為中國人還是梳

一條辮那些，中國人不是〔了〕。那些人是，那些是以前找不到生活，賣豬仔去的那

些中國人，真正的中國人的文博很高的，你看，現在去看看，那些去讀書的，如果中

國人肯讀書的，很了不起的。中國人。將來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加拿大人，我是美國

人」，不是的，那是你以為是，人家不當你是，你的膚色不是。

加拿大講多元文化，要吸收，就要吸收精華才行，譬如你吸收中國的文化，你吸

收的那些甚麼？長辮子，在公眾地方放屁，吐口水，那些是文化嗎？吸收這些沒有用

的，要吸收甚麼？吸收中國文化的精華。加拿大的所謂多元文化，對中國來講，她所

吸收的，是收不到的，吸收不到。印度那些人怎麼樣？那些就差了！印度差？佛教、

印度教都是印度人的文化的精華。稍為那些印度人還有多少保存，不過都是𠲖𠲖哦哦

念經之類那些。真正的就很少了。而且美洲的人，剛才還說自大，因為他們太安樂，

美國與加拿大都是太安樂了，太安樂就會認為，我何須要學你們那麼多東西？你們年

青人，風水先生騙你十年八年，你十年八年以後你就知道，你就會知道。好了，講回

我們的，我正在講什麼？

聽眾：太虛法師。

羅公：我講回這一段。去到見到一個國的國王，那個國王就對他那樣講，寡人有疾，

寡人好勇，他說：我雖然有缺點，太過好勇，即是用武力。孟子、孟子很會講

話的，他說，無所謂，有勇氣才了不起，他說，從前那個周文王，還是做臣

子，那個天子？天子是紂王，紂王就無道，周文王見到他無道，發起脾氣，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詩經》裏面「王赫斯怒」 (《詩．大雅．皇矣》)，《詩

經》裏面有一句「王赫斯怒」，這句怎樣解？那個周文王見到紂王殘暴，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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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怒，「赫然震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詩．大雅．皇矣》)他的兒子

繼承，不到三年，於是天下就安定起來，你說他有缺點，好武力，好打架，但

不是那麼簡單，好勇氣有好的，如果你今日你皇上學周文王那樣，「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這個世界不像樣，我要搞好它！「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果是

這樣，那些人民不止不會討厭你去，還擔心你不去！有這樣的事。「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這一句，太虛法師他就說：是不是有一句叫做「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呢？那教授說：對呀！孟子說的。〔太虛法師說〕：對了，怒本不

是好東西，惱怒本是煩惱，《心經》說的「瞋」，誰知他，一「怒」，受了它

影響就引出甚麼？天下的人民都安樂了，那就好了！

所以，可見有漏的東西都可以引出無漏的嘛！那個教授說：啊！服了！服了！服

了！當年太虛法師有件這樣的事。都很有趣，他親口說的，有時候不是「善」的也會

引出「善」的。我現在答你，有漏的東西，善的有漏的東西是可以引起無漏的，當你

證真如的時候是第一次出現無漏智，第一次出現就一定是根本智出現，無 concept

的，無分別的，沒有分別的。這樣那個根本智出現以後了，既然是沒有分別的了，就

怎樣？真的出現時候就覺得怎樣？是好像渾然一體那樣，不覺得有所謂的我和這個世

界了。是嗎？如果說這個是世界，這個是我，其實就是有分別了，有 difference

了，我是主的，那個是客的，是嗎？你不要我現是善了，了不起了！證得真如了，會

不會這樣？那樣就弊了，即是有分別了！是嗎？即是這樣說：我現在證真如了，就快

要成佛了！又不行了，這樣就是有佛可成了，又有分別了。

這樣，當你的根本智出現證了真如，世界是有生有滅的，當你證了真如的時候，

不見得有生、有滅的現象，因為「不生不滅」的。這個世界有些很乾淨的，有些很邋

遢的，當你證了真如的時候，有乾淨有邋遢即是有分別了，證了真如以後就無所謂乾

淨、無所謂邋遢了。就「不垢不淨」，這個世界有增有減，某個人很講衛生，一百歲

都不死，壽命增強。某個人總是糟蹋自己，不夠六十歲他就死了。就減了。減壽了。

有增有減，但當你證了真如以後，就無所謂叫做增減。何解？凡是增滅、善惡，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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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 concept來的，凡是 concept都是相對的，有善的對面就有惡，有好的對面就

有壞，它是無分別的，無這個 difference的。當你證真如的時候，那根本智發出，

但只是片刻，片刻而已，只是片刻那根本智又沉了，跟著起的又是執著了，就是後得

智一起的時候，就回憶起剛才證真如的時候，啊！原來我的本來面目是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那個境界，這個是勝義諦了，這個就是真的，其餘都是假的，我本來的佛

性就是這個東西，我現在已經把捉到了，我距離成佛不遠了。

這樣，經過一個時候，那後得智都沉沒了，後得智都沉沒之後，又與你和我還是

一樣了，那個有漏智又出現了，然後怎樣？以後你就要練了，時時練習，練習入定，

入定的時候，在定中，定中你要進入第四禪時候，那個根本智又出現了，根本智出現

時，後得智又出現了。漸漸地時間會長些，會長些，本來最多五分鐘就完結的，漸漸

地，你就可以六分鐘、七分鐘，八分鐘，漸漸地你就常常都可入定一小時，這樣，那

後得智不止了解各種情況，那時，人們說世界如幻，好像夢幻一樣，那時你就真的知

道現量的、勝義諦的世界是無差別的，我們這個有差別的世界就是幻的，那時經過根

本智之後，經過根本智的洗禮，用後得智知道這個世界如幻了，明白嗎？好像一個人

未做過有錢人的時候，他在銀行門口做幻想那樣，他始終不是有錢人。到他發達了的

時候，就知原來有錢人是這樣做法的。那時他只富而不驕，那時候，原來那時才真正

是有實際的體驗，我們現在修的是甚麼？是善的智慧，善的智慧，高級的善的智慧已

經很好的了。

好了，又講回這裏了。是嗎？「諸勝出世間慧。」即是無漏慧，無漏慧就是根本

智和後得智叫做根本慧和後得慧。記住，你要知道，你聽過那個覺岸法師就講過唯

識，學唯識的人就知道，根本智和後得智的分別，其他的沒有學過唯識的人，十個有

九個籠籠統統，你問他的時候，他根本似是而非，是與不是那樣。我又舉一件事，有

一本禪宗的書，是清朝的那個皇帝雍正王，邀請了好幾個禪宗大德，中國最大、最有

名氣的禪宗大德，來篇一本《御選語錄》，(新纂續藏經第六十八冊No.1319)皇帝選

定的語錄，康熙皇(雍正)，康熙(雍正)皇很了不起的，能幹是很能幹，但是一個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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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君，後來連頭都沒有了就因為這樣。他很信佛，但不知為什麼他很狂妄，他很信

佛，但是的手段很辣，這樣他就寫了一篇序，裏面他講什麼？他說：當一個人未見性

的時候，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當一個人，當他見了性的時候，當他見性的時候，見

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當他見了性之後，他再保任一輪的時候，他就會怎樣？見山

還是山，見水還是水。那些人最費解就是這樣，這些好像矛盾百出，是嗎？見山不是

山，明明是見山又是山，到底怎樣搞法？你學過唯識就很容易講，你懂嗎？你想不想

得到？你講，你講不講得到？梁太你說吧？

未見道之前是有漏慧，見到山執它為實的山，是嗎？那些愚人、愚夫。見到水執

它為實的水，是嗎？當他見性的時候怎樣？證得勝義諦，勝義諦是無差別的，根本無

所謂山與非山，亦無所謂水與非水，無分別，不二的，得到根本智的時候，見山不是

山，見水不是水，不是沒有山，不過不執為實的山而已。到了有了根本智之後，後得

智起的時候，他會怎樣？他知道見山還是山，為什麼？這個山是幻的，幻的山不可以

嗎？是嗎？不執它是實的就行了，見水還是水，知道它是幻的水，幻的水都是幻的

水。猶如世界如夢，夢都還是有夢的！是不是？明不明白？

這樣才可以度眾生，你告訴人家這個山是真的，那個山是假的，你都要用後得智

的，是不是？不是山、不是水，什麼都沒有，那怎可以？很多人學，很多人學佛法，

學了以後得一個空字，什麼都空清光，你們學佛的人四大皆空，還講這些話，那些人

的，那些人。如果這樣，佛性要那些戒律做怎麼？你還不去早入涅槃？你在這裡是戅

枉食人間米做甚麼？是嗎？這種人，這種人就是愚人。好了，明白了嗎？出世間慧。

他說，出世間慧，一切出世間法都是離言法性，即是那個甚麼？那個 being，離開言

說的那個勝義諦的本身，如實了知，確確實實了知，如實就是英文的 really，確確實

實，真真實實的了知，了知即是瞭解，認識。對「於一切有為、無為」，好了，這個

這樣的聖賢，他對一切有為法、無為法，「見已聞已」。見到之後、聽聞以後，他會

「作如是念」，那「作」字當「起」字解。生起一個這樣的念頭，「此所得者，決定

無實有為、無為」，「此」就是這些，「所得」就是「所見到的」，這些我們所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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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決定沒有，沒有那些真的有為，幻的有為，假的有為是有，真實的有為是沒

有的，雖然你真實的有為、無為沒有，「然有分別所起行相。」但是你不要說一切皆

空，沒有的，沒有的！明明有？你說沒有？所以說我時時都這樣，你說什麼都是空

的，我直接拿著煙頭燙一下你，你痛的嘛！是嗎？這些叫做什麼？你還沒有得聖智，

你證了勝義諦沒有？你用後得智來控制就可以，你那個有漏慧你還有諸多執著，即是

有實質，我執有實質的煙，你會不被煙頭燙到嗎？你會才奇怪！是嗎？

所以，分別所起，這個「分別」指甚麼？所以很多時候要看，佛家的起分別，

「分別」兩字有很多種解釋的，分別這兩個字。現在，一個解釋，「分別」這兩個

字，當你當動詞用就是解執著，動詞 verb，執著。如果你是 noun，當名詞用，就當

是甚麼？有漏，當有漏的心和心所。有漏的心，「心」是指甚麼？八個識：「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

耶識」，八個識叫做「心」，「心所」就有五十一個心所，「觸」、「作意」、

「受」、「想」、「思」等，共五十一個心所，有漏的心所，心心所，即是有煩惱

的，時時可以與煩惱相結合的那些心與心所，叫做分別。當 noun用的，「然有分別

所起的行相」，這個「行相」當影像解，image。有漏的心心所所，由那個有漏心心

所所生起的，那個「起」字解「所生」，所生出來的影子，亦即是我們所見的山河大

地，日月星辰都是我們的眾生的有漏識的心與心所所變起出來的。唯識嘛！識不識

解？你們要記著，我那些 definition你記著它，以後擔保你以後看起經來就很順利

了。

然，「然」即可是，有，那些真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沒有了，但是由那些有

漏心、心所所變起的行相，那些影子，這個影子是怎樣？那些假的現象，假的山，假

的河，假的大地，不是沒有。亦即是說，用幻術的時候，那些象兵、馬兵等等雖然是

沒有的，但是由幻術所幻出來的假東西不是沒有，「猶如幻事，迷惑覺慧。」好像那

些幻術師幻來的東西，迷惑了你的知覺的智慧。因為你一受了他的迷惑就怎樣？「於

中發起為、無為想」。就於這個假的有為法和假的無為法之中，發起一種真的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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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無為這樣的觀念，這樣的想念了。這個「想」即是英文的 idea，或者 idea與

concept，「或為、無為差別之想。」或者除了有為、無為之外，還有有為、無為如

何不同的、各種不同情況的差別，不同的情況，有為法和無為法的各種不同的情況這

樣的觀念了，想的觀念了， idea了。他這個聰明的人就這樣，知道這些東西是假

的，但假的東西不是沒有，所以他就去學佛。世界是如夢如幻，但是這個如夢如幻的

世界不是沒有。是嗎？

好了，他因為他聰明，「不如所見，不如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

餘皆癡妄。」又半句。他「不如所見」，「如」即是依照，他不依照他所見到的假東

西，他亦不依照他所聽聞到的東西，堅固起執著說它是實，但亦不會執著它為實之

後，跟著就生起種種的理論，種種的言說，說它是真的如何如何。他怎樣說？「隨起

言說，」他的言說怎樣說？「唯此諦實，餘皆癡妄。」唯有所我親眼所見到的這東西

是真的，其餘的都是癡的，愚癡的、都是虛妄的。他說：聰明的人就會這樣了。進一

步他又如何？他還要告訴別人，即是怎樣？一個人證了勝義諦之後他還要去度眾生，

「為欲表知如是義故，亦於此中隨起言說。」一句。他說，這個聰明的人，他為了要

表達，令人知道，「為欲表知」，「如是」即是這些，這些的道理，要表達他所瞭解

的道理的緣故，「亦於此中隨起言說。」他也在這種假的有為法，假的無為法之上，

跟著要生起言語，生起 language，生起種種 concept，為什麼要生起言說？他想度

眾生，想人人都知道。他說這種聰明的人會怎樣？「彼於後時不須觀察。」他以後就

不需要檢討了，因為他沒有做錯，他沒有做錯，合了。「如是，善男子！」「如

是」，即英文的 thus，「善男子！」即好朋友啊！「彼諸聖者於此事中，以聖智、

聖見離名言故，現等正覺；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謂之

有為，謂之無為。」這句你們識得解了？是嗎？江漢林識嗎？

聽眾：難些。

羅公：勤力些，這些對你將來很有用的，你將來工作了，每日抽一個多小時去讀讀這

些東西，你會，第一你會聰明，第二會你怎樣？諸佛會加被你，加被不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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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能這樣做他自然會加被你。但是一味地成日想求福，想如何如何的，佛

沒有空加被這種人，如果他怎得閒著，有這麼多事的，多事做的人才是佛。不

用求，他自然加被你。如是善男子，「彼諸聖者」，「彼」、那些，「諸」即

是各，各個，他說，那些聖人，「於此事中」，「於此」即是甚麼？有為、無

為都是假的，這些這樣的事情之中；這些這樣的假的事情之中，他「以聖智、

聖見、離名言故，現等正覺，」「以」、即是用，他用他的聖智，這個「聖

智」是指甚麼？指根本智。「聖智」指後得智，用他的根本智、用他的後得

智，「離名言故」，他擺脫一切概念和那些言說與那些 language，言語和概

念，他能夠不受語言和概念所束縛，「離」，「離」者、不是說他完全不用，

是不被它束縛，「現等正覺」，他能夠現前等正覺。記住了，「現」字，指的

是「現量」，「量」字，指的是智慧和知識，「現」者、現字，現量，直接，

直接知道的，即是一種甚麼？direct、現量的，怎樣叫直接？怎樣叫 direct？

告訴你，他如果一看下去，見到這裏是藍色的，確是我直接知道的，是嗎？我

現在肚痛，是直接地知道肚痛直接的。是 direct，現量。有些是間接

的，indirectly，例如什麼？我聽見，我不知道附近會不會有沒有火燭，但是

現在聽見嗚嗚的火燭車的警笛聲，嗚嗚的救火車聲，很近的嗚嗚聲，我們就會

判斷附近可能起火了，附近可能起火，你怎知道？這種 knowledge你怎樣得

到的？間接知道的，因為那些消防車集中在那附近，那裏就一定是有問題了，

就是間接知道了。鄉下的那些老婆婆，不是要聖人才知的，間接知，直接知道

就人人都可以了，間接知道的，老婆婆不識字都知道，不識字的阿婆也可以。

她有時比我們還聰明，她看見月亮上有個月暈起了，她就會說就快要打風了，

有風了。這是什麼？她是根據她早期的經驗，「月暈而風」；她又看見那些柱

躉濕潤了，她又會說不用多久就會下雨了，「礎潤而雨」。這是間接的知識。

就是這些。

直接的知識，有兩種直接的知識。第一種、聖人所有的無漏的直接知識，那是就

是甚麼？這種是聖智了。一種有漏的，就是世俗智了，他現、「現」就是現量，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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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現前的，那「等」是怎樣？等就好像是相等那樣，怎樣是相等？我先解釋「等」，

從時間上說，前一分鐘與後一分鐘的情況是一樣的，是不是相等？你前一分鐘總是想

念著你媽媽；現在，第二分鐘你一樣仍然想念著你的媽媽，前一分鐘和後一分鐘是不

是相等？這情況是不是相等？都是想念著你媽媽，第三分鐘你仍然是想念你媽媽，這

第三分鐘仍然是與第二分鐘相似，相似然後連續的叫做相等，在時間上相似而又連續

的叫做相等。在空間上，形狀、大小，顏色都相似的，就叫做相等，是嗎？「等」

者、似也。或者又可以說，礎潤而雨等即一樣，兩者一樣就叫做「等」。這裏的

「等」是怎樣？你說連續，可以嗎？連續是可以的，時間上的「等」。是嗎？你說同

樣嗎？同樣也行，同樣，同樣也可以，空間上的「等」。是嗎？它又有包括時間，包

括空間上的等。找不找得到好的名詞？找不到，這個等。這個「等」字。時間上是相

等的，空間上的都是相等的就叫做「等」。明不明白。時間又「等」，空間又

「等」，那些外國人將它譯做甚麼？那個「等」字中國人以前就譯做「遍」字，這個

「遍」字，即是雙企人的 字，遍字，相等，普遍，遍字英文常常用徧 pan字的，是

嗎？那個遍字舊譯就譯做「遍」，新譯就譯做「等」。西方人就譯做甚麼？

completely，completely，時間性，空間性都是一樣的，completely。他的現正

覺，現的覺，等的覺，正的覺，不是假的，這即是說什麼？「現等正覺」即是一種

knowledge，是甚麼？現的，directly。direct 的 knowledge，「等」即是甚麼

complete的，「正」是甚麼？exact knowledge，他說他得到「現等正覺」，得到

以後，他就度眾生了。

「即於如是離言法性，」「即」即是就，他就在這些「離言法性」，他所證到的

勝義諦的「離言法性」，「為欲令他現等覺故，」為了想令他人都像他一樣，能夠現

等證，得到「現等正覺」。他就怎樣？「假立名想。」於是假立種種 concept，「名

想」，concept即是名相、名想。假立名相「謂之有為，謂之無為」。叫它做「有

為」，叫它做「無為」，其實這些都是概念而已。這樣，這個聖賢就是這樣了，這樣

即是你們都可以做一下聖賢了。這個世界原來是假的，但雖然假，既然是假，都要慢

慢搞定它。是嗎？即是等於你們被老千局騙了，你都要想辦法，你不能說老千局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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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害人都是你。是嗎？你要想辦法解決的，是嗎？證明一個假字要了知的。所以

學大乘的人應該要怎樣？要正對你的現實的人生，正對這個現實的社會。好了，聖賢

就這樣了，凡人又怎樣？等你們飲了茶，break完之後再講。

講一下這個出家人。叫做法師，是嗎？西藏人就叫他做上師，是嗎？這個上師就

是我們用意義譯的，用西藏話叫做喇嘛，喇嘛即是上師〔亦〕即是法師。有些無知的

人，就說喇嘛好像是一個特殊的階級，其實即是法師。喇嘛之中，中國的出家人有些

是學密宗的，有些完全是不學密宗的，但是西藏的喇嘛，幾乎個個都是學密宗的。這

樣就變成了西藏的喇嘛，和中國的法師有些不同的狀況了。這樣，西藏的喇嘛有些，

其中有些就修定，打坐修止觀，修禪定，修得很好的，他能夠知道自己幾時會死了，

能夠知道這樣。他知道這樣之後，再進一步如果是功行好些的，他知道之後他就發

願：我不想生極樂世界的，我亦不會下地獄、做畜生，我也不想生天，我想要度眾

生，我要在人間。有些人是這樣的。這樣他就，他在人間一定要找一對父母才行的，

他臨死的時候他會在定中，觀察到他與那位眾生有緣，可以找他們去做父母。而且他

就知道她這個婦人不用多久就有孕了，他就到那個時候，他的父母將近可以成孕的時

候，他就會死去，他自己可以控制的。這樣他死去之後，他臨死就先告訴他的徒弟知

道，我現在去東方若干里某村，我在那裏托生，你們去那裏找我，將那小孩子抱回來

教養他，這個孩子是我來的，是我轉生的。西藏曾經有這樣的事。

講到這裏，你會問我了，是不是這樣？你信不信？我答你，我信。真的，有的。

這樣，這些事，這種辦法就叫做轉生，轉生。第二世，他就又來了，他以前做這所大

的寺門的上師，他死了，向轉生東邊，多少十里外那條村，姓甚麼，那些人剛好知道

那裏有一孩子出世，就去捧了回來，養大他，這種人一定好的，怎樣好法？教育一定

好，找最好的老師來教他，最好的保姆來服侍他，最好的醫生來看護他，你說有甚麼

辦法不好？所以那些喇嘛，那些大和尚，個個相貌都是很好的。達賴、班禪這些人那

些相貌，不好都會變成好了。他們接了那孩子回來，接了他回來之後，到了十四歲，

養到了十四歲，就正式登位了，叫做「坐床」了，坐回他祖師的那張床。「坐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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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登位了。升座、坐床之後，那間寺院就交給他，他就是上師了。14歲的小孩子沒

有什麼知識的，他有很多輔助，太師、太傅，那些老人家在那裏幫忙他，這樣，這些

就叫做活佛了。能自由。怎樣叫做活佛？下一個 definition，就是甚麼？「能夠自由

轉生的人」就是活佛，看一看就行了，「如是」，如是即是這樣呢，「若有眾生是愚

夫類，是異生類，未得諸聖出世間慧。於一切法離言法性不能了知；彼於一切有為、

無為，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決定實有有為、無為。」這裏半句，大家識

解了？江漢林？識嗎？

你看看，他說，「如是」即是「這樣」，如果有些眾生是蠢人那一類，「愚夫」

即是蠢人。「異生」，記住，看佛經看到「異生」兩個字即是凡夫，即是未見道的人

可以叫做「異生」，「異生類」，既然他是「異生類」，「未得諸聖出世間慧。」未

曾得到聖人所有的無漏智慧，他怎樣？「於一切法離言法性不能了知；」即是對於勝

義諦的離言法性，不能夠了知，不能夠了解，因為不了解的緣故，所以他怎樣？起執

著了，「彼於一切有為、無為」，「彼」即是他，他對於那些一切假的所謂有為、無

為，那些概念上的有為、無為，「見已聞已。」他見到了就怎樣？見到那些有為法，

或者聽到別人講有為法的理論，或者聽到別人講無為法，他就怎樣？「作如是念。」

「如是」即是這樣，「作」即是起，起這樣的念頭。「此所得者，決定實有有為、無

為。」這次我所看到的，我所知道的，那個「得」字即當是知道的，所得的，是決定

是真真正正實有的有為法、真真正正實有的無為法來的。「如其所見，如其所聞，堅

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癡妄。』」一句了。

他說，「如其所聞」，這個「如」字解依照，依照他所見到的，依照他所聽聞

的，有了堅固的執著，有了的執著之後，「隨起言說」，生起了一種議論，一種說

法，怎樣說？「唯此諦實。」只有我這種講法才是真實的，「諦」者真實。「餘皆癡

妄。」其他講法都是癡的、妄的。「彼於後時」，「彼」即是那種人，他們這種人是

應該在後來應該再檢討才對。這句就很容易解。以上就解了那個「離言」了，是嗎？

勝義諦是離言的。講了離言之後就講完了，佛講完了他就用一首頌文，再重複誦一

頌。很容易解的一首頌。以頌重頌，用一首頌文，再重新把他講過的東西再頌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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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這時候，那位「解甚深義密意菩

薩」想重新宣告他所講的道理，他所講的道理指那一首偈了，那首偈頌怎樣說？「佛

說離言無二義，甚深非愚之所行。」一句。他說釋迦佛所講，勝義諦是離言的這種義

理，與勝義諦是無二的這種義理，一種離言的義，一種無二的義。識解了？他說這種

義理，義即是道理，甚深的，很深的，「非愚之所行」，不是那些愚蠢人所能瞭解

的，「行」者，好像用腳踏上去行都可以，引申當瞭解的。這種境界不是那些蠢人所

能走得到的，「義」者，就當境界解，不是那些蠢人所能走得到的境界來的，「愚夫

於此癡所惑，樂著二依言戲論。」他說，愚夫，即是那些蠢人，於此，「此」者，有

為、無為的那種，諸法是離言和無二這種道理，這個「此」字是指「離言」和「無

二」這兩種道理，那些蠢的人對於這兩種道理因為他「癡所惑」，被那些無明，

「癡」就是無明，愚癡即是無明， ignorant無知、無明所迷惑，被無明所迷惑，因

為被無明所迷惑的緣故，「樂著」，這個「樂」字讀樂，樂，英文是 like，如果讀

「樂」就不是了，pleasant了。快樂，樂著，即是成日歡喜著，「樂」即是歡喜，

「著」即執著，樂著「二」，「二」是甚麼？是解「有為」、「無為」這兩種東西，

依著那些言說，來樂出種種笑話，「二依」由這兩個字解，就是有為與無為，即是有

為、無為這兩種概念，樂著這兩種概念，整天依著就產生各種議論出來了。

第二，「二」是甚麼？「樂著二」的，「二」就是種種東西有差別的，第一就是

差別，第二就是言說，一味樂著有差別和言說這兩種東西，依著各種言說去產生各種

戲論了，即不實在的理論。這種人就是蠢人了。「彼或不定或邪定，流轉極長生死

苦；復違如是正智論，當生牛羊等類中。」一句「彼」，即是這種蠢的人，這類蠢人

不出兩種人，一種是「不定聚」的人，一種叫做「邪定聚」的人，不論大小乘經裏

面，都把眾生分做「三定聚」，那一類，「定」就是決定，眾生分為三種人，決定是

會怎樣的，那三種人呢？第一種叫做「正定聚」，「正」就是走條正路的，他們這種

人一定成佛的。不成佛也成羅漢的，這種人「正定」、決定走正路的一種人；第二種

人是「邪定聚」，「邪定」即是決定走邪路的，這種人永遠做不成佛，不入得涅槃

的。就是邪定聚。就算有多少聖賢去救他，他都只是作善祝福的，不能夠證出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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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種叫做「邪定聚」。後來唯識宗就根據這種講法劃分了五種種性，記不記得？

五種種性？

第三種就叫做「不定聚」，有邪有正，遇著有好的緣它就走正，遇著不好的緣他

就走邪，走完邪碰到有好的緣又走回正，走正遇著有壞的緣他又走邪，這種叫做「不

定聚」，大概我們都是不定聚的人最多了，正定聚就一定好的不用說了，「彼或不定

或邪定。」對於那些不定或者邪定的那些蠢人，或是「不定聚」，或是「邪定聚」，

如果是「正定聚」，就一定走正路的，他說，這類人就「流轉極長生死苦」了，「流

轉」就是生死輪迴，生死輪迴。極長遠的生死痛苦。他說，他已經苦了，但他還自以

為是，「復違如是正智論。」他對望佛家所講的，那種合於正智的議論，他是相反

的，他說，他這種人是沒有得救藥的，唯有等他生死輪迴，到了緣到，然後才可以出

離的。這類人，「當生牛羊」，牛羊就即是畜生，「等」就是「等」甚麼？「等」就

是指餓鬼與阿修羅等等。以上就講了甲一了，講了什麼？勝義諦五種性質中，甲一就

講了講了兩種：第一種「無二」，第二種是「離言」。下星期然後才講，「超過尋思

所行相」。「尋思」即是用有概念的思想，好了，今日就講這麼多。明不明白？講這

個「無二」、「離言」。「無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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