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於長夜由言說勝解，樂著世間綺言說故；於內寂靜聖默然樂，不能尋思、不

能比度、不能信解。」他說有一種人，在生死輪迴的長夜中，或者在我們整個晚上都

睡不著的漫漫長夜之中，他們由甚麼？「由言說勝解，」整日喜歡在概念處打滾，整

日在語言上打滾。有些人很多東西講的，講來講去都是言說，有些人就成日思考，想

來想去都是概念，所以是學不到佛的。學佛一定要排除概念。但要記住，初學就一定

要概念，概念都不清楚就猛排除就不得了！你就要再過五百世才再過來都搞不定，未

曾了解之前你們一定要從概念入手，到了解的時候就全部概念要撇清。學者。那些巧

妙的辦法就作技倆，猢猻就是猴子，那些猴子在樹上就跳跳扎扎 (躦躦跳)非常敏捷

的，但你把牠捉住，沒有樹給牠，牠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即是有一類學者，那些教

授什麼的之流，成日在那些概念處打轉，一離開概念就毫無辦法了，所以有些人成世

人講經，講足一世，到他一病，病到臨死的時候他就一點辦法有沒有了，拉屎拉尿。

他們怎樣？這些叫做「猢猻離樹」，猴子離開了樹就一定辦法都沒有，所以我們一方

面要當自己是猴子，一方面要靠樹，但一方面要想著離開樹也有辦法才行。

有些由「言說勝解」，「言說」者，那些有概念的說話。勝解。「言說」即是

language，成日在語言上講，有些人成日好辯論，那些叫甚麼？那些叫做「世智辯

聰」的人，世智辯聰的人是最差的，對付這類人最好怎樣？和他講了另外的話題，說

別的就是費事和他講，那類人世智辯聰用不作聲來表示拒絕他，費事跟他說。對這種

人，或者就與他講了其他的東西，費事跟他說。講那麼多葛藤，因為那些世智辯聰的

人與他講是沒完沒了的，他整天都是「言說勝解」，整天在那張口上面說的，「樂著

世間綺言說故；」那些文學家，「樂著」，「樂」就是愛，「著」就是執著，喜歡就

叫做「樂」，「著」就是執著。樂著世間上的「綺言」，「綺」就是巧妙，巧妙說

話，有些人就喜歡吟詩作對，常常寫得很好的文章的這些人。這種人到頭來一點辦法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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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寂靜聖默然樂，」「內」即定中的，寂靜的、一點紛亂的思想都沒有的，

那些聖人所有的，默然不作聲的那種快樂。對於這種快樂，他連想也想不到：「不能

尋思」，用現量不能看到，「不能尋思」，他未體驗過；「不能比度」，不能夠用比

量推論得到；「亦不能信解」。沒有辦法信，他連信都沒辦法信，對於他這種人會這

樣的。這樣，這是譬喻甚麼？「不可言說」。明白嗎？第四、第四番：絕表示。不能

夠用，用什麼？不能夠用我們所了解的符號表示，怎樣叫做表示？在你的面

前，represent，他表現給你看，勝義諦是不能在你面前表示一樣東西給你看的，怎

樣叫做表現？眼見得到叫表現；耳聽得到叫表現；我們摸得到；聞得到；或是用意

識，或用有概念的、有分別的知識能夠把捉到，把捉到他的形狀的，這就叫做有表

示。但勝義諦絕表示，表示的路斷，不能夠表示。或於，你看：「或於長夜，由見聞

覺知表示勝解，樂著世間諸表示故；於永除斷一切表示薩迦耶滅究竟涅槃，不能尋

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他說：在生死輪迴的長夜裏，有一種人在生死輪迴的長

夜裏，整天〔說〕什麼都要見到才行的，不見到他不信的。

剛有一位比丘尼的法師在馬來亞寫一封信問我，那個叫慧光法師，她說有沒有，

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證明，那個真如與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是有客觀性的，可以講得

別人信服呢？我還沒有答覆她，接了這樣一封信，怎樣叫「客觀性」？所謂「客觀」

者，即是說有普遍性的，怎樣叫做「普遍性」？譬如有一支筆在這裏，我也看到，他

也看到，每個人都看到的，這就做客觀了，是嗎？不然怎麼叫客觀？真如，你說客觀

性的東西一定是見聞覺知的，是嗎？真如根本就是勝義諦，不能見、不能聞、不能

覺、不能知的，是要用你的無分別智去把捉的，要怎麼樣可以有辦法？你想，佛也沒

有辦法！佛都無計可施，你叫他拿那個真如出來給你看？我恐怕釋迦佛他也沒有辦

法。是嗎？所以有些人說成了佛就萬能了，你要小心，千萬不要這樣講，他叫你造一

個真如給他看你就麻煩了！是嗎？她這樣問我，我會回答她的。有很多事情不能見、

不能聞、不能覺、不能知，但我們不能說它沒有的，比如說月球的背後你見過嗎？我

們只能見到月的前面，沒有人見過後面，但是你不能說月亮沒有後面嘛！是嗎？科學

的那些定律你能不能見得到？眼見不到的！譬如你說地心的吸力，蘋果在這裡那樣，

你剪斷了它的蒂它就砰一下子跌下來了，為什麼不是它不朝上甩而往下跌？初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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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那個 Isaac Newton，(牛頓 1643－1727)，他的研究結果認為，我們的地球

的中心處有一個吸力，每秒鐘都有很大的力，把它吸下來。但是有誰見過地心吸力？

你見過地心吸力嗎？是嗎？不能見，你聽過地心吸力沒有？不能聞，又不能覺，覺即

是指摸到、嗅到、舔到，你能舔到嗎？只能是用我們的智慧去了解它而已！用我們的

意識裡面的智慧去了解。難道你說它沒有客觀性嗎？是嗎？你也可以這樣說，人人都

信就是客觀性，你進到教堂，人人都相信有一個上帝，上帝就有客觀性了！即如入到

佛堂人人都信有真如，那就是客觀性了！是嗎？怎樣叫做客觀性？有一個人這樣問

我。

她還有幾個問題，有一個問題：真理始終是真理，為什麼那些菩薩忽然間說這個

是「空」那個是「有」？〔那些〕菩薩你駁我、我駁你，好像那個《維摩經》那樣，

維摩居士這樣又說不行，那樣又說不行，到底大家都是菩薩，不是菩薩也是羅漢了，

為甚麼〔那些〕人那樣搞法？第一、他們有很多都不是聖人，不是聖人，那個智慧的

級數就不同，所看到的就不同了。是嗎？譬如我是八百度近視的看，根本就看不到他

的樣子的，要靠過去才能看得的。是嗎？如果我是六百度，就能看得到一個影子的，

是嗎？同是有眼，為何你要靠得很近，這個距離幾尺就可以看得到？你不能這樣問

的，那程度不同，如果他是四百度就能看多些，是男是女都能看清楚了嘛！如果是

150度的，那就不用戴眼鏡看東西都會看得清楚的。這個道理很簡單，是那些人蠢，

何解甚麼東西都要有客觀性？她連甚麼叫做客觀性的 definition都不明白。世智辯聰

就是人家說法的時候他向人家質問，這個被他問，問得多她就急了，急起來就寫封信

來我這裡請救兵。我就教她，唯有這樣教，這種人你儘管反問他，你見過地心吸力沒

有？是嗎？沒有見過就是沒有嗎？你第五十代以前的祖宗，你見過沒有？沒有？沒有

見過，難道你就沒有袓宗嗎？沒有嘛！是嗎？沒有見聞覺知你怎樣有？難道你是石頭

爆出來嗎？是嗎？對嗎？我說你這種人一講完，問完他之後，罵完他以後讓他多念一

下書，你所受的教育不夠！這種人最好要得罪他！激發一下他，等他一氣起來，你這

樣侮辱我？我自已去讀書，有一種人要侮辱一下他才行的。好了，講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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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世間裏的見聞覺知所表示的各種形狀他整天都樂著，那他要怎樣？要永斷除

一切表示的涅槃，對於那些永遠斷除一切用見聞覺知可以表示得到的那種涅槃的那種

境界，那種涅槃的 state，那種涅槃的情況，那種甚麼情 ？「究竟涅槃」的情況，况

不是今晚上睡覺，明天就會醒的，是當一入涅槃、「無餘涅槃」就永遠都不醒的那

種，究竟的涅槃，徹底的涅槃。「涅槃」是怎樣的？他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它：「薩

迦耶滅。」薩迦耶滅，身見，梵文 satk yaā ，sat是壞，k yaā 是身，壞身見。什麼是

「壞身見」？每一個眾生都有一個可壞的身體，但是人始終是人，是蠢的，這是一個

可壞的身體，卻整天執著這是「我」，其實這個身體過了幾十年就變了垃圾的了，他

偏偏執著這是我。其實他這個「壞身見」即是甚麼？即是指「我見」，整天執著有一

個我。一到你入涅槃的時候，無我的，不覺得不一個我的。你剛才講的「薩迦耶滅涅

槃」，當那個「薩迦耶」不覺得有我，那時就真正永遠、永遠不再做人了，究竟涅槃

了。這種究竟涅槃你修小乘就可以了。

我等一會介紹一下，我前天接到的一封信，我託人去台灣問了印順法師幾個問

題，徵求他的意見，他答覆我的，我一會介紹給你們聽，與這段有關的。「薩迦

耶」，以後不覺得有我，那還有什麼做？「薩迦耶」都滅了，那個我的見解，都根本

不覺得有一個「我」，哪裡覺得還有個人？「薩迦耶」都滅了的那種究竟涅槃，他說

這種人整天一張嘴就整日要講客觀，要甚麼客觀的，這種人對於永斷一切見聞覺知，

表示「薩迦耶見」都滅的那種徹底的涅槃，他「不能尋思」，他連想也想不到，不能

用現量去看到，「不能比度」，不能用「比量」去推度，亦不能由「聖言量」去信

解。這種人是這樣。你了解的這幾重，有利於你說法，有一種人是這樣的，另一種人

就是這樣的。這樣，順便講到這裡，我介紹一下印順法師。我問了他五點，五點之中

有四點我都頗滿意，但有一點我就不滿意，因為那一點他沒有答覆。他很聰明，其中

那一點我不滿意的是什麼呢？有一本書叫做《現觀莊嚴論》，西藏人非常之注重的，

外國人講《般若經》也是很注重它。但這部書玄奘法師去留學印度，回來以後沒有提

過這本書，到底這部書是否可靠呢？人人說它是彌勒菩薩說「造」的，到底是不是？

我問印順法師，你信不信它是彌勒菩薩說的？這本書的價值如何？我們現在研究《般

若經》是不是要依它？其中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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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精明，印順法師 80幾歲，這位老人家。他說：我對《現觀莊嚴論》未有深

切的研究，我沒有辦法答你這個問題。但是他又有一條尾巴加上去，不過正如你所

說：玄奘法師留學回來都沒有提過這本書，這本書就很可能是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的

時候都未見有這本書，縱使是彌勒菩薩說的，都是玄奘法師留學之後，除非是某一個

聖人去兜率天聽到彌勒菩薩講的，很可能玄奘法師都未見過這本書都說不定，但是不

敢確定。至於書裡面的道理對不對呢？要待我有深切的研究然後才能夠有膽量講。這

一點即是沒有答覆，其餘的都有答覆。我問他，就是你剛才所提的問題差不多，人

生，這個世界對於人生，做人應該要怎樣？有什麼價值？我們最主要就是這兩點，人

生有什麼價值？沒有價值我們不用理它，如果認為有價值，價值在什麼？人生的價值

是什麼？

第二、人生假如是有價值了，那我們應該怎麼做？他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

本來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有沒有看過這本書？沒有看完？要讀多一點書。他

認為人生的價值是在於有愛，即是溫情，但這個愛不是夫妻的那種愛，那些愛不是偉

大的真正的愛，是一樣像佛教所講的慈悲的那種愛，好像耶穌愛世人的那種愛，大公

無私的愛，人生要有愛然後才有價值，沒有愛就沒有價值，因為事實上，人生有很多

人有愛的，他的人生是有愛的人，他的人生是有價值的。他解答了這個問題。這個問

題湯恩比已經解答了一半了，第二個問題，即是那個問題的第二點，我們做人應該要

怎麼做？他說：做人，如果我們是一個〔佛教徒〕，如果我們不是佛教徒，我們就不

必談，如果他是佛教徒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而已，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問做人應該怎麼

做法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就覺得整天生死輪迴，想死了算了，跳樓自殺算了，你以

為死了就了事，誰知後一段又來，永無止境，還更加多一些累贅，多了自殺一條，所

以人生根本就是虛妄的，虛妄的，但是你又不能不做，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唯有尋求

辦法，將生死輪迴的虛妄的人生停了它，永遠不再做，不再輪迴，這叫做「究竟涅

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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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涅槃」者，不外是把生死輪迴的現象停了它，這是小乘所追求的，如果你

沒有大悲心，你就應該走這條路，如果你是佛教徒，如果你說我都怕這個生死輪迴，

我不是大丈夫，我不能夠出生入死的，不能夠走進生死的大流裡的，我一走進去就會

淹死的，我不是一個游泳的能手，你就應該走(入涅槃)這條路。一個佛教徒，有沒有

興趣走這條路？沒有興趣？那就修小乘算了！現在斯里蘭卡、泰國的那些佛教徒就是

這條路。第二條，又有西洋的學者也都是多數走這條路，他只能夠懂這條路而已，因

為他不懂大乘經，沒有讀多少本大乘經，因為好的大乘經還沒有翻譯。第二條路就是

走大乘的路，要怎樣？做菩薩、成佛。三大無量劫，三個阿僧祇(as khya)āṃ ，把你

可度的有緣的眾生，能度多少就度多少，度到依住菩薩戒，歷三大無量劫來做，由凡

夫而變為賢人，由賢人而變為聖人，到最後成佛。成佛之後還是捨不得那些眾生，要

乘願再來，一日眾生不盡，一日還是進入生死的大流，這是大丈夫的事業，只有佛才

能夠徹底負擔，在未成佛之前，只有那種有大丈夫氣概的人，能夠大往大來才能夠做

得到的，一個佛教徒如果自命自己是一個大丈夫，應該走這條路，沒有第三條路走。

他附帶說：現在的人動不動說學密宗，他不滿意密宗的，動不動就說「即身成佛」，

即身成佛怎樣成佛法？你六度萬行的三大阿僧祇劫還沒滿，人家應該修行那麼多才可

以成佛，你還沒有修到，只是念那幾句咒便可即身成佛？哪裡有此便宜的事！印順法

師說，所以我對密宗不敢恭維！印順法師說的。確實合理的，是嗎？你不能說他不合

理的。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我就是學大乘的，我不肯、我不願意學小乘，不過可惜我在台灣講的

話，我講是沒人聽的，沒有人聽，很少聽眾能夠領略，而且我現在身體多病，所以我

只是在台中休息，我今年已經足 83歲了，不用多久這個世界裡邊，眾緣和合我就在

這個世界出現，出現了八十三年，慢慢地就在無聲無息之中漸漸、漸漸地，我印順就

在這個世界裏消失了。這是印順法師的講法。剛剛接到這封信不多久。其他的東西，

就是好像那本池田問湯恩比提到的那樣，你認為現在我們人類的前途是怎樣？你以為

是怎樣？你老法師的見解，認為人類的前途是怎樣？他答得不錯：我們目前的狀況固

然是虛妄，佛教徒動不動就說這個人生是虛妄，不能說「虛妄」這兩句就了結了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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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虛妄」兩個字不能夠解決問題的，人生為什麼會有虛妄的人生？就是由於

我們作了虛妄的業而形成的了這個虛妄的人生，到了虛妄的人生形成了之後，我們還

有需要用虛妄的方法來解決我們這個虛妄的人生，所以我們還是要怎樣？用水來土掩

的辦法，見問題解決問題，不要將問題一路重複，展轉增強下去，他說：我相信人類

是聰明的，〔既然〕會自己造出了這麼多的問題出來，自己還是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所以我是樂觀的。這個也是老生常談而已，與湯恩比的那些說法差不多，是嗎？還有

其他的問題，那些沒有什麼大關係。至於那些密宗的那些修雙身的那些，密宗的修雙

身法，我有問他，你到底真真正正的，我很含蓄地問他，我問他，請你老法師爽爽直

直說一句：你認為雙身法如何？他說：我反對雙身法，我認為這不是佛法！直接了

當！我硬迫他講的，迫他講的。他反對雙身法，我認為這些不是佛法。他很少這樣說

話的，我迫他講的，我保存有一封信。講這些。

聽眾：我要問問你這個問題，剛才講的，以「虛妄的方法來解決虛妄的人生」，請解

釋一下，我不明白。

羅公：虛妄，所謂「虛妄」者，都是我們的識所幻變的，整日有尋思、有名言的，在

這個世俗諦裏面想辦法，即是說不是在勝義諦裏面想辦法。我們在世俗諦裏面

想辦法，虛妄他是指世俗諦，世俗諦的事還是用世俗諦去解決。即是世界上有

很多劫案，劫案是虛妄，但是你訂下很多法律，法律也是虛妄的，你還是要用

虛妄的法律去防止虛妄的劫案，在那裏想辦法。他的意思是你不要以為虛妄的

就一腳踢開它，「虛妄的」！就不理它，還是要在虛妄裏面想辦法來解決問

題。因為勝義諦，真如勝義諦裏面是沒有這些問題的，你不能只用真如兩個字

就全部逃避了這些問題。對的，他這個說法。第五番譬喻是說甚麼？勝義諦是

絕諍論的，沒有的討論的，沒有的辯論的，是不能用思辯的。尋思路斷，禪宗

經常講這句話，但這句是解得不清楚的，禪宗最喜歡講這句話。當你修參禪的

時候，修到你破參，大開大悟的時候，你所見到的那個境界是怎樣的？就言語

道斷，心行處滅，識不識解？陳太太你解給我聽？境界是嗎？鍾先生？

聽眾：不能言詞，言語道斷。

羅公：不能言詞，言語道斷，這是什麼？非言說境界，是嗎？「心行處滅」，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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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這個「心」是指什麼？你答我這個問題，最重要。

聽眾：心即是那個根本智，

羅公：根本智滅？不行，不是根本智，不行，這個「心」不是好東西。

聽眾：一切行相絕滅，一切行相絕滅。是不是這樣解？

羅公：「心」是指有分別的意識，即是指那個尋思，所以有時佛經很籠統的，有尋思

的心，那尋思心所行的「處」，那個地方，用尋思所行的處，尋思是行哪裡

的？尋思是行哪裡的？陳太你告訴我，你的尋思的心是行哪裏的？行哪裡？一

定不會是勝義諦的了。

聽眾：概念、名言。

羅公：名言、概念。心，我有尋思的心所行之處，搞來搞去就是名言概念，猢猻猴子

的了不起是在樹上，離開那棵樹，猴子離開了那棵樹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那

些有尋思的心一離開概念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那些教授之流整日，我也是教

授，不過我自己也罵了自己那一行，我們整天只得一張口講理論、講哲學的成

日都是概念，他的心所行之處，有尋思的心所行之處就是概念，概念都滅了，

這是什麼？佛性了！本源佛性了！這個即是勝義諦了！聽不聽得明白？「言語

(的)道斷」即是不可言說的，是嗎？「心行處滅」，非尋思境界，是嗎？所以

你講來講去任你怎樣講，都跳不出如來佛袓的五指山，《解深密經》和《楞伽

經》任你怎麼講都跳不過。聽得明白嗎？你聽不聽得明白？慢慢你就會明白，

你不要懷疑，不明白是理所當然的，如果你現在一下子聽就已經就明白，你就

變成很突兀，記住了。你記住，你要知道，我有一天我總會比你講的更加明

白，你要這樣。是呀！要有甚麼？要有大丈夫的氣魄，最重要，如果沒有大丈

夫的氣魄，你就不能自殺了事的，自殺還會再來過，要怎樣？你就學小乘入究

竟涅槃，是嗎？入無餘涅槃，如果你說我又不要，因為我對眾生還是有愛心

的，這個愛，記住了，不是夫婦之愛，不是男女之愛，而是什麼？而是大慈大

悲的那種愛，有那種心的，這樣你就要做大丈夫，走學大乘的路。所以佛的十

號之中有一個是什麼？丈夫的稱謂。

好了，絕諍論，一有概念就可以辯論了，沒有辯論的，「諍論」者，是什麼？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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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這是我的，那些是你的，爭吵或者理論的諍。現在那些你看看，你看看美國國會共

和黨和民主黨整天諍論，明明你是對的它都諍到不對，挖你的瘡，是嗎？你挖我，我

挖你的。加拿大甚麼？新民主黨和保守黨在那裏搞東搞西，諍論。還有兩兄弟都爭甚

麼？爭父親剩下的那些財產，爭到打官司打十年八年，諍論。那個勝義諦裡面是沒有

這種諍論的情形。諍論只有甚麼？只有那些尋思才會諍論的。

「法涌當知，譬如有人於其長夜由有種種我所、攝受，諍論勝解，樂著世間諸諍

論故；於北拘盧洲無我所、無攝受、離諍論，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他

說：法涌啊！你應該知道譬如有一個人「於其長夜」，在生死輪迴的漫漫長夜裏，生

生世世他都怎樣？「由有種種我所，」「我所」即是我所有的東西，即是什麼？就是

財產，我自己所有的，我所有的東西，我所。「攝受」，領有的、佔有的，佔有的，

「攝受」，「諍論」，整天跟人家諍論的，我所攝受的諍論，你可以這樣解，有我

所、有攝受就有諍論，如果沒有「我所」那有諍論？你與隔壁的那所房子的那個主人

爭那幅草地的話，都是甚麼？因為這幅草地你說是你的「我所」才有諍論，如果不是

你的有什麼好爭？你為何不爭街口那家？有我所就有諍論，有攝受，「攝受」指所有

權，沒有所有權就沒有攝受，私有財產和所有權就叫做「攝受」，有攝受才有諍論，

沒有攝受怎會有諍論？有我所有攝受的諍論，那種「勝解」，整天都有這種「勝

解」，這種人有了這種見解，就「樂著世間諸諍論故；」對於世間的那些虛妄的諍

論，整天喜歡，「於北拘盧洲無我所、無攝受、離諍論，」就不能尋思了。對於北拘

盧洲裡面，無我所的，沒有個人的財產的，無我所的，沒有他所有的東西，「無攝

受、」沒有所有權的，「無我所、無攝受、無諍論」的那種情景，他根本都不能尋

思，因為他想也想不到有這樣的情形。即是一個大同世界，根本就沒有個人的財產。

你們讀一下我們中國的《禮記》有這句話，孔子的思想到最後，那才是真正的共

產，與現在的馬克思的，要爭是不同的，大同嘛！他要怎樣？「大道之行也，天下為

公，」這大同的道推行的時候，天下，整個天下就不是個人的了，不是那一家的天

下，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出來做總統做行政官的人都是由人民選

出來的，選出那些有賢德又能幹的人，現在民主國家具有點像了。可惜爭的厲害，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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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與能「講信修」，整天講究信、信實；大家和睦，「講信修睦。」這樣那個社會就

會怎樣？「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以每一個人不止當他的父母是自己的

親父母，連隔壁的人、其他的人的父母他都當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生的兒子，不

只是當自己生的兒子是兒子，別人生的兒子他都當是自己兒子一樣的。如果到了這個

世界是這樣的，就不需要家族了。但是現在不行，湯恩比就說現在不行，不能夠「親

其親、子其子」，他還要說怎樣？「使老有所終」，老人家個個都能夠終其天年，不

會沒有錢花，沒有得吃的，不會的。「壯有所用」，每一個壯年的人沒有失業的，個

個都有職業的。「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老而沒有丈夫的，那些守寡

的，社會養她，「鰥」就是老而死了太太的，社會養他，「寡」，老而無丈夫的，社

會養她；「孤」、自小沒有父親養的，那些孤兒社會養他，「獨」、被人家遺棄了的

那些，獨個人，一個人孤零零的沒有人理的，那些無親無故的，社會負責，「皆有所

養」。現在加拿大是幾乎做到了，做不到全部也說到一半了，所以在加拿大永不會變

共產黨，永不會給共產黨，因為那些共產國家沒有一個學得到她，「鰥、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每個人都有所給養，「男有分，女有歸。」男子個個都不憂

沒有老婆，「女有歸」，女子不會說搞得有問題沒人要，「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

於己；」很多貨財，黃金、礦物，鋼鐵，就認為放在地下不用就不好了，但是不需要

自己全部拿走，不要自己拿，社會給大家用，「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個

個都有力量，有知識，有力量時，若個個都為自己就不好，為社會，不必為自己，不

用為自己的。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這個社會上的陰謀已經停止，沒有人耍

陰謀的，不是陰謀，盜賊，打劫者叫做盜，賊就是偷，不對！偷偷的那些叫做盜，明

搶的叫賊，「竊亂」，在那裏當扒手的，扒錢包的那些，也沒有了，沒有這類事的。

「故外戶而不閉，」晚上沒有人鎖門睡覺的，那大門推開了才睡覺，懶得關門，「故

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個叫做大同社會，儒家最後的境界就是這樣。佛經裡

面，何解講這到這一套呢？那時還有甚麼「攝受」？無我所、無我所有的了，是嗎？

因為怎樣？兒女都在這裏，對兒女都當自己的兒女一樣的，無那一個叫做無特別所有

的！我喜歡一些的，沒有的，無「我所」。無我所，無攝受，沒有我個人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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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裏面說這個世界的中間是一個須彌山，圍繞著山都是大海，東面有一個叫東

勝神州，南邊就是我們這裡住的地球這裡，叫做南贍部洲，西面就有西牛賀洲，北邊

就是這裡講北拘盧洲。這四大洲都是有我執，有我所的，有個人財產，有爭執的，獨

北拘盧洲是沒有我所的，沒有個人的私有財產權的，北拘盧洲，佛這樣講。講回這裡

了，他說那些人整天在打算的，整日為我來打算的這種人，他這種人對於北拘盧洲裏

邊的那種無我所、又沒有攝受的，那種離開諍論的那種情景，他根本就連做夢都夢

到，想也不到，想也想不明白，「不能尋思」，現量他沒有辦法見到，「不能比

度」；用比度他也比度不出，「不能信解」；他也不信「聖言量」，只是佛這樣講

過，而他不信。他也不信「聖言量」，他不信佛的就連這樣的他都不能信解了。這樣

用來譬喻什麼？世間就整日都有諍論，對於沒有諍論的那種情景，沒有諍論到極的時

候，就是全部沒有尋思，沒有概念那種情形他夢想不到的。

五種譬喻就譬喻這個離開尋思，尋思就有這五種東西，它沒有的。好了，再合

了，譬喻完了就再合了。如是法涌！叫一聲他，「如是，法涌！諸尋思者，於超一切

尋思所行勝義諦相，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一句。依照上文的譬喻一樣

的道理，「如是」，「如是」即是這樣，法涌啊！叫一聲他。「諸尋思者，」那些成

日喜歡用概念去思想的那些人，那些尋思者，「於超一切尋思的，」於超一切尋思所

行勝義諦相，那些整日好想事的人，對於那些超過「一切尋思」的那個這樣的勝義諦

相的那個真如佛性，他說這種人不能尋思，他不能用現量去尋思，不能比度、他不能

用它的比量去比度，亦沒有聖言量，他也不能去信解。這樣就是說，尋思到了最後是

沒有用的。禪宗的人到最後就是要到沒有尋思的境界，你們打禪七就是去入這個境界

就用一句話叫做「參」，想「參」出那種境界來，這些就叫做「宗」，禪宗叫做「宗

門」。如果「教下」就解給你聽的，叫做謂之「教」。好了，講了離開尋思，下面，

世尊就用一首頌來結束上文了。

下面，丙二是一首頌了，如果夠鐘了想走的就先走。因為還有這幾句，我講完了

它就好完結這一段落，「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講到這個時候，釋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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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他想重新複述上文所講的那種什麼？勝義諦是離開尋思的這種道理，這種義理

「而說頌曰」，說了一首偈，那首偈怎麼說？「內證、無相之所行，不可言說、絕表

示，息諸諍論勝義諦，超過一切尋思相。」會解嗎？超過尋思的相的勝義諦有五種性

質，五種超過，第一種是什麼？聖人內證的、定中證得的，不是向外尋求的，第一

個。第二個是什麼？無相的無分別智所了解的，無相的智慧所行的，內證的、無相之

所行的，「內證」這兩個字你加個頓號在那裡，內證的，「無相之所行」的，「不可

言說」的。第三了。第四、絕諸表示的，「絕表示」的。第五、「息諸諍論」的，不

到你諍論的，平息一切諍論，一切諍論都 stop的。五種性質的那個那樣的勝義諦，

這個勝義諦超過一切尋思相，它超過了一切用我們的尋思、有概念的思想去尋思，它

是超過的。

即是說你讀這四句，就將上文所講的全部包括了。所以你們有空唸經，最好是唸

了義經，念了義經的功德是特別大的，但是基礎是你要先發菩提心，你不發菩提心，

你唸什麼經都不靈的，發了菩提心之後，你就每個初一十五就不妨拿這本經來讀一

讀，也不用整天唸，這樣也不行的，整天念你還不如拿來修定？是嗎？在定裏修觀？

整天念幹什麼？唸經的目的就是提醒一下你，不用整天提的，提一提你就夠了，所以

我就說不用整天念經。你不是說：念經有功德？如果唸經有功德，那個錄音機功德就

最大了，整天念。所謂功德在什麼？在你念經的時候提醒你，提醒你等你入觀，入

觀，將來你的行為與你的思想一致，思想與行為一致，這樣自然你就要怎麼樣？就離

開了惡了。離開了惡還未講得功德的，作惡是應該的嗎？離惡是應該的，但你應不作

惡，還要修善，修善才能有功德。

所以佛最初沒有制定戒律之前，就只有四句話而已，這四句話是什麼？簡縮起來

就只有兩句：「諸惡莫作」，惡的事情你不要做，所有的惡東西不要做，「眾善奉

行」，所有善的事情你去做，第三是「自淨其意」，把你的心時時洗乾淨它，不要那

麼多煩惱，「自淨其意」就是這三種，「是諸佛教」。這就是諸佛教你的了。四句

了。其實少就兩句都幾乎夠了，以前的城隍廟一定有這兩句，一邊一個是什麼？叫做

什麼？還有兩個神拿著兩塊板的，寫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你去哪些城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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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這兩句，不論儒、釋、道通用的，這就是戒律。

聽眾：教授，我想問一句念佛是誰。怎麼解？

羅公：什麼？

聽眾：念佛是誰。

羅公：叫你去參，你參一下念佛是誰。你去參一下。參的結果應該是參到什麼？根本

沒有一個我去唸佛，沒有一個實我去念佛，沒有一個實我去唸佛，沒有一個我

去唸佛，那個我是沒有，佛也是假的，說有我、有佛，這個就是「二」，

「二」不是佛性，真如佛性是「不二」的，有我、有佛都不對，在那裏悟入這

種境界。你去參一下嘛！是嗎？我包你三十年，你參得到，我向你嗑頭，參不

到的，現在我們這些人參不到，自古以來參了開悟的有幾個人呢？不是說不

行，你是有大智大慧的你就行，我看你閣下的智慧都是跟我差不多，我就不

行，你也不行，我在經教處我就知道，念佛就是那五蘊和合的假東西，念佛根

本是心的尋思起的作用，尋思的作用根本是沒有用的，不過是以毒攻毒，儘管

用你的尋思，尋思到極時就撇開尋思，那時我就了解了勝義諦，亦無所謂念

佛，也無所謂佛，到那個時候，就是有一條線索讓你一路去想，用比量一路去

比。如果你參一下佛是誰，我看你三十年後你閣下都是問不到的。不過你不要

生氣，唸佛吧！阿彌陀佛，我也不去念，我也不去想，有些經教，經教都搞不

通我就念阿彌陀佛，很少理這些。搞不通有甚麼辦法？

聽眾：1988年 5月 28日。

羅公：「超過諸法一異性相，」這一門，「門」字當方面來解，這一個方

面，aspect，方面，有這方面的性質。勝義諦的第一種性質、第一個相，就

是無異，是嗎？第二個相就是離言，第三個相、記不記得？陳太太？第三個

相，剛在前一次講完而已，第三個相是什麼？

聽眾：超尋思。

羅公：甚麼？

聽眾：超過尋思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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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超過尋思境界。第三個。是嗎？譬如你聽過了，人家問你的時候，你聽過

甚麼？你說我聽過《解深密經》了。《解深密經》講勝義諦，勝義諦有什麼特

徵？你就要講得出。勝義諦有這五個特徵：第一個是無二、不二。第二個就離

言，第三個是超過尋思，要答的出，行不行？這樣，這個綱領，就要知道了。

現在是第四點了，就是什麼？「超過諸法一異性相，」什麼叫做「一異性

相」？「一」、這種東西等於那種東西，同是一樣就叫做「一」，「一性」、

「異性」，兩種東西，不是一樣的東西叫做異性，勝義諦與諸法，這個諸法就

是指現象界的那些事事物物，這個勝義諦就是指事事物物裏邊的那個真如，這

個真如就是勝義諦。一切那些現象，有形有象的東西就是屬世俗諦。勝義諦和

世俗諦到底是否是一種東西，是不是呢？抑或是兩種東西呢？「一性」抑或

「異性」呢？「一性」即同是一種東西，同是一種東西叫做「一性」；兩種東

西，你是你，我是我的兩種東西，就叫做「異性」，他現在講，勝義諦到底與

我們眼所見的，耳所聞的這些一切東西，這個諸法，諸法是指那些有為法，即

那些現象界，一個二個的現象，勝義諦和那些現象是一種東西呢？抑或是兩種

東西呢？在未講之前你試試想一想，即是那個真如與我們這樣東西到底是一種

東西或者是兩種東西呢？種種東西都是以真如做它的實質的。那個山，那個山

的實質也是真如顯現出來的，水的實質也是真如顯現出來的，那隻狗拉出來的

狗糞的實質也是真如的顯現來的，那個麻瘋病人發出來的一塊塊的麻瘋瘡都真

如顯現出來的，好了，現在要問：這個真如跟那個山是一種東西還是兩種東

西？那個真如與那些狗糞是一種東西還是兩種東西呢？「一性」就是一種東

西，「異性」就是兩種東西。在未讀這經之前，你們大家先用一用你的腦，個

個都有智慧的，到底你說是一種東西抑或是兩種東西呢？想一想，不妨想兩三

分鐘，因為你都本來都是佛嘛！以後成了佛你也說法的，你現在想一想，你想

講了，鍾先生是嗎？

聽眾：我說嗎？

羅公：是嗎？我見你的口。

聽眾：一。

羅公：一性？那如果那些狗屎就與真如是一，那我們證真如的時候，就一味你去嗅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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糞就行了，是嗎？

聽眾：亦異。

羅公：什麼？這即是不是「一」了，是嗎？如果是「異」就離行離列了！是嗎？這樣

我們在這裏又怎麼能證到真如呢？如果是「異」，兩種東西嘛！這樣就是沒有

關連了！沒有關連的話怎麼能牽到一起呢？

聽眾：現在我講是超一、異。

羅公：所以就要超一、異，所以要「非一非異」，就不要用「亦一亦異」了，因為

「亦一亦異」就肯定是了，是嗎？「非一非異」就是全部撇開了，所以，說是

「一」是不行的，說是「異」也不行，其實講都不行，是嗎？因為它離言的

嘛！

聽眾：非一非異也不行？是嗎？

羅公：非一非異也不行。

聽眾：應該不講？

羅公：不講，是，如果你說我不講也不行，是，應該是這樣，維摩居士的那一套，是

嗎？他那一套就是講都講不出來的，但雖然講不出，你又不能不講的，如果講

不出來，釋迦牟尼佛出世來做甚麼？是嗎？所能他就要怎樣？就要以毒攻毒的

辦法了。是嗎？用以毒攻毒的辦法，即是用隻手指來指月亮，那隻手指不是等

於月，你跟著手指去自己看那個月。所以勝義諦與那些一切現象既不是一種的

東西，也不是兩種東西，非一非異。世界上有些這麼奇怪的東西是非一非異的

嗎？有，世界上有兩種東西是非一非異的，兩種東西相對非一非異的，第一，

「體」與「用」就是非一非異，第二、體就是實質 substance，實質，「用」

是指那些的什麼？指它的 form，指它的 purpose，指那些東西，「用」，作

現象、性質、「用」。「體」，我們將它翻譯成現代白話，把這個

substance，譯作實質，「體」，用指的是什麼？現在叫做屬性，那些

quality、property、character，屬性。「體」、「用」，「體」就是指實

質，「用」就是指屬性，你就不要這樣講，羅生，你為何不用淺白些，通俗

些？實質、屬性就好了！為什麼你一定要用「體」、「用」這些名詞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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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樣問我的，問我的那個人他是不用腦的，那是不是叫你不要問了？不是。

不過我告訴你，因為你用腦想得不透徹，所以你才會有這樣的問題來問我，何

解呢？

我答你：我可以全部用這些現代語代替的，「實質」、「屬性」我可以用，講了

你可以明白，但是你不是一世人都聽我講的，你自己要看佛經，當你看佛經的時候，

佛經裏邊不會有「實質」、「屬性」告訴你的，又「體」又「用」的到時你就不明白

了，那你就沒有力量自己去直接看書了。還有，我現在這樣講給你聽就用白話來替

代，你說有位老法師講，根本他一點都不用這些白話的時候，那你就變成莫明名其妙

了，就是從前人人都以為那些翰林公很了不起，從前香港有一個教書的，在漢民中

學，漢文師範教書的，那個叫做岑光越(1876-1960)，那是前清的翰林來的，岑光越

剛好有我有一位師兄弟叫陳靜濤，他辦了一個香港佛學會，不是現在的香港佛教聯

會，叫做香港佛學會，香港佛學會請了一位法師，叫做……法師在這裡講佛經，那個

陳靜濤就拉這位岑翰林去聽，你是翰林你很了不起，你也去聽聽佛經吧！這位岑翰林

說：佛經我也沒聽說過，翰林我就中過，都好，我也去聽聽。聽了兩個鐘頭，聽完之

後，那個陳靜濤就與那位岑翰林出去宵夜，去那家在齋菜館叫小祇園，在堅島，宵

夜。問他：怎樣？岑太史？那時的人叫翰林做太史的，岑太史，你覺得怎樣？今天聽

完之後印象怎麼樣？這位岑太史爽直到極，他說：蒙頭蓋臉啊！用那些南海話，那些

西樵話，他是西樵人來的，蒙頭蓋臉、蒙頭蓋臉、蒙頭蓋臉那樣說，就是說一點都不

懂。如果我全部用這些白話來講，甚至我全部的名詞都用英文來講告訴你，那就害死

你！以後你看整本佛經，你就真是蒙頭蓋臉了！就像這位岑翰林說的蒙頭蓋臉了，害

死你。你不要貪這種東西，是嗎？如果一味堆這些東西給你，他表現，等你說他很了

不起，但是你一離開他，你自己搞就不定，搞不定。而且用些新名詞不一定很妥當，

我很多這種新名詞可以用，但是我很小心然後才敢用，很普通的又怎樣？不敢用。

好了，第一、「體」與「用」，就是實質和屬性就不能說是一種東西，亦不能說

是兩種東西，例如你的手上戴著一隻金戒指，金戒指的實質是黃金，是嗎？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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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substance。他的屬性是什麼？黃金的屬性是什麼？黃色，是嗎？它的 form是

戒指，是嗎？form也是算屬性的，黃色的和戒指那樣的形狀，這就是它的用。現在

問你：你手上戴的那隻黃金戒指，那些黃金和那隻戒指是「」還是「異」呢？

你通常會說是「一」，如果你說是「一」，好，黃金就即是戒指了，剛好是帶著

一條黃金錶鍊，我拉著他的錶鏈的時候，這是戒指不是？你一定說不是，不是那你就

自己自打嘴巴了！你就說是「一」嘛！黃金和戒指是「一」嘛！他那條錶鏈是黃金

的，你說它是戒指你又說不是？顯然你說「一」是你錯了，是嗎？不行的。那些水起

波瀾，現在問：先講水就是實質，波是它的屬性，水是「體」，波是「用」。我問

你：這個波和那些水是「一」還是「異」呢？如果你說是「一」，有些水是不起波

的，是嗎？這樣，好，水和波是「一」，好，剛好有一家炸油條鋪頭在炸油炸鬼，那

炸油炸鬼的油鍋燒得起很多波，我現在問一下你，波就是水了，那些是不是水？你一

定會說，如果你的神經是正常的就一定說不是的，你如果說是的話，你就要找精神科

的醫生了，當然不是了！那你不是你就是自打嘴巴？你剛才又說它是「一」？明不明

白？

所以說「體」、「用」不能說「一」，你說「異」也不行。不過你說那些黃金，

那隻戒指的黃與黃金是兩種東西，即是離開黃金就有黃的了，離開黃金是有黃，但是

不是金的黃。是嗎？你說異不通。明不明白？「體」、「用」非一亦非異，兩個

negative，「非」即否定，否定它是「一」、是「異」。但你不要說亦一亦異，亦一

亦異就多葛藤了。非一非異最好了。「體」與「用」非一非異。明不明白？聽不聽得

明白？好了，「因」與「果」非一非異，怎樣「因」與「果」非一非異？雞蛋可以孵

出小雞，雞蛋是因，小雞是果，是嗎？雞蛋是不是就是小雞？當然不是。離開雞蛋有

沒有小雞？也不行的，如果離雞蛋可以有小雞的，你可以拿著杯子去孵出小雞了是

嗎？聽不聽得明白？「因」與「果」非一非異，這樣好了，非一非異，講到這裏就止

了，佛家以後那些就不講了，有一些外道你說他非一非異，他會繼續問你的，他會這

樣問你：因中有沒有果？即是說雞蛋裡邊有沒有小雞？你一答這些問題，他就要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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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那些外道就好像參禪那樣參的，參禪就是這樣參法的，提出一個問題來參，父

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麼？就等於你說雞蛋和小雞是「一」還是「異」？去參，參到

了，我就開悟了！那就成佛了？但是開悟不等於成佛，開悟而已，解答到一個的問題

就叫做開悟了。是嗎？因中有沒有果在？雞蛋中有沒有小雞？如果你說有，雞蛋裏有

小雞，那你吃蛋不就等於你吃小雞了？打開雞蛋應該見到小雞，因為它有小雞，但是

打破雞蛋以後，我們找不到小雞在雞蛋裡面，你說雞蛋裡面有小雞是不通的，非有小

雞？因中非有果了？你說雞蛋沒有小雞卻又不通，為什麼？因為雞蛋是可以孵出小雞

的嘛！而且所有小雞都是在雞蛋裡孵出來的，你說雞蛋裡面沒有小雞，即是因中無果

又不通，所以應該是因中非有果也非無果，但是你只能夠說亦有果亦無果，亦有果亦

無果就矛盾了。所以龍樹菩薩最精明了，他不說亦什麼亦什麼？他是非什麼、非什

麼。

聽眾：那是雞蛋先有？還是小雞先有？

羅公：嗄？

聽眾：他說雞蛋先有還是先有小雞，先有雞還是先有小雞？

羅公：先有雞蛋還是先有小雞？如果你用你的現見來看，你會覺得雞蛋孵出小雞，是

嗎？就顯然是雞蛋先比小雞先有，是嗎？這樣你就以為雞蛋比小雞先有，但是

我們同時又在別的地方看到那隻母雞在生雞蛋，然後把小雞孵出來，這一方面

母雞生小雞，就變成雞比蛋先有了，所以你說雞蛋比小雞先有是矛盾的，是

嗎？因為你另外看到雞比蛋先有的嘛！所以是非比小雞先，非比小雞先，是

嗎？亦非後過小雞，因為怎麼解？你從科學來上來講，雞蛋可以孵出小雞，雞

又會生蛋是循環的，凡是一種循環的，在循環的這一段來看，於是有些人說雞

是由那些原生的動物一路進化來的，不要講那一層，只是由有雞那一節來講，

循環的，一件循環的事，這串珠子是循環的，我現在問他，不用這粒葫蘆來

計，哪一粒為先？這一粒先還是那一粒珠子先？是沒有先後的，是嗎？在一個

循環裏面，沒有先後的，佛家是這樣講法。是嗎？

如果你想詳細來找到答案，你就讀兩本書，兩本書我介紹你讀：一本是《瑜伽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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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論》，《瑜伽師地論》的第三個地叫做〈有尋有伺地〉，你讀，你可以參考一下，

第二本，龍樹菩薩的那本《中論》，你可以讀，讀了之後你會覺得豁然大悟，你就會

這樣。就不用你參，他替你參好了，拿了答案給你。如果你不滿意他的，不妨花一些

功夫坐禪，在定中來參一下它也可以。蛋先不對，是嗎？你說雞先也不對，兩個都不

對，在這個有限度的範圍裏邊沒有答案，沒有答案的。但是你說一路追尋呢？追尋追

到從生物學的立場上來追尋，他的答案，他說那些雞是怎麼來的？可以追尋到這裡，

最初，最初我們的地球裏面還未形成得很結實的時候，那些海邊的泥漿裏面有很多的

原生質，那些原生質是生命的基礎，有些原生質演變而成為單細胞的生物，再由單細

胞生物演變，變而為那些複雜的生物，一個細胞分裂成為兩個，兩個分裂成為四個，

一路分裂成為很多複雜的生物，都是在那些泥漿裏邊的，那些生物就好像現在的那些

甚麼？那些蝌蚪蟲這樣，我們的祖宗生物學是這樣講的，如果你是基督教徒你就不承

認了，說是上帝做的，但是生物學家就不承認上帝做的，他不說是上帝做的。是嗎？

這樣，那些蝌蚪慢慢，慢慢的經過多少萬年，一路進化就變成像魚那樣的，半魚形、

半蝌蚪形、半青蛙形，於是這些生物因為那地球的變動，有些就求適應就爬上陸上，

有些是仍然在水裡，那些爬上陸上的那些，初時那些兩棲類動物進了水會游，出水會

牠就會爬，那些兩兩棲類的，鱷魚會爬的，青蛙、蟾蜍哪些，慢慢、慢慢的隨著環境

的變化它就適應，適應後就變形，變形就有兩條路向，一條就向空中發展，會飛就變

成雀、鳥，一條在路上爬，就變成了走獸，那些會飛的本來就空中飛的，雞古代也是

到處飛的，後來那些人捉了那些雞來養了，一代一代的養，養得久了，一代一代牠就

漸漸適應了，隨便飛行，本來牠好像麻鷹那樣飛的，漸漸地牠就沒有了力，退化了，

就好像現在的雞那樣，這些雞就生蛋出來，雞是由那些兩棲類的動物變，兩棲類的動

物數上去最初就是蝌蚪，蝌蚪再數上去就是那些原形質。科學家就這樣說，所以有這

樣的答案，你說牠是哪一在先呢？是嗎？就是有些似雞非雞，半雞半飛雞，生出一些

蛋出來漸漸進化就成為雞了，如果在生物學上是這樣答，這一種講法與那些宗教家的

講法，說是上帝做人就不同的，不是這樣的，是嗎？那他又有什麼答案？

舊約，舊約聖經，開首的那三頁左右，那三頁叫做《Genesis》，叫做什麼？

《創世紀》，揭開它，上帝初時做那個了大地，做了天地的之後，覺得孤寂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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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怎樣？用地上的泥土做了一個娃娃，像他自己的樣子造了一個，然後，造了之

後，在他的鼻孔裏噴一些呼吸和靈氣進去，噴一些甚麼，那些 breathe和那些 spirit

進去，噴進鼻孔裏，於是那個人，這個阿當於是就有了生命了，他就是人類的祖宗

了。又嫌阿當太寂寞，他又在阿當的排骨那裏扯一塊出來，造了一個女人，做阿當的

太太，於是他們兩個居住在伊甸園那裏。這樣，那個神，那個上帝就造很多果樹等等

的給他們吃，可惜那個阿當不聽話，被那條蛇來騙一騙他，那個夏娃吃了禁果，於是

搞出那些，一路演變成人類了，變成了這個罪惡的世界，否則，如果他聽神的說話不

吃禁果，就甚麼事都沒有，現在可能我們也沒有得出世。這樣上帝造了他之後，給東

西他享受的，於是他造什麼？造那些天空的飛鳥，是上帝造出來，又造地下的那些爬

蟲，又造那些樹木，等等，都是上帝造的，雞不過是飛鳥的是一種，所以先有雞後來

牠才生蛋。如果照《創世紀》的宗教家的講法。佛教就說：這種講法是笨的！不講這

些這種東西，循環無端，根本就是虛妄的一種東西。佛教就這樣講。據我所知我就告

訴你，就是這些了。

第四種、第四種情景，即是勝義諦都是有屬性的，是嗎？勝義諦第四種屬性是超

過諸法的「一」、「異」，(一)即是一性，「異」即是異性，超過一性異性的，

「相」亦即是特徵而已，那個「相」就是英文的 sign，特徵。你譯做英文，那個

「相」就是 sign，如果「無相」又怎樣譯？signless，無相嘛！加一個 less。好了，

現在又分開兩段：一段，那位菩薩，善清淨慧菩薩就問；第二段，是佛陀就答他。你

看看：乙一、善清淨慧菩薩問，「爾時，善清淨慧菩薩白佛言：」「爾時」即是那

時，那位菩薩問佛，「白」即是對他講，你現在寫信，寫到最後的地方，普通人寫

信，你寫給父母，什麼磕 ，什麼謹上，甚麼磕上，寫給父母，寫給尊輩，甚麼敬啟禀

或者謹上，寫給普通朋友，什麼手啟。但是古人不寫手啟那 繁瑣，什麼「白」，你麽

看看那些字帖，王羲之的那些信，王羲之寫信給人，羲之白，「白」就是我說的，比

如說陳子鈞，他寫信給人，下面寫「子鈞白」就行了。不過這些很文雅的，寫文言文

就是這樣，如果你寫白話文，什麼「白」就變得怎樣？等於穿洋人的禮服卻穿了一對

中國式的鞋一樣了，就很難看了。是嗎？好了，「白佛言」，怎樣說？「世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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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他說世尊啊！你世尊真是奇了，奇特了！這樣應該是什麼？世尊稀有，世尊有

廣大的智慧，世尊怎樣，世尊怎樣，一路讚的，讚這麼多累贅，於是他用「乃至」兩

個字就算了，「乃至」者，即是甚麼？即是我們寫的白話文裡，……全部略去中間的

說話。「世尊！甚奇！乃至世尊！善說！」世尊是真很善於說法，乃至這樣。他說：

「如世尊言：『勝義諦相微細甚深，超過諸法一異性相，難可通達。』」一句。

「如」，即是依照，依照世尊對我們這樣說，怎樣說？勝義諦的特徵，勝義諦的屬

性，有這樣的屬性：「微細而甚深」，很微細，不容易看得到，不容易看得到謂之

「微細」，不容易探求它的究竟就叫做「甚深」，「微細而甚深」。

-完-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