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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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一點屬性：「微細甚深」，很微細，不容易看得到。不容易看得到就謂之

「微細」，不容易探求它的究竟就叫做「甚深」，「微細甚深」。

「超過諸法一異性相，」它超過於那些一般的現象是「一」亦或是「異」，是

「一」性抑或是「異」性，超過這樣的一種情況，「相」就是情況。超過「一」性、

「異」性的這種情況，因為它有這麼一種超過現象的勝義諦很難可以通達。很難可以

讓我們徹徹底底明瞭了。你世尊是這樣講的。現在我來問你了，他說世尊，世尊啊！

叫他一聲：「我即於此曾見一處，有眾菩薩等正修行勝解行地，同一會坐，皆共思議

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異性相。」一句

好了，講到這裡有一個名詞先要解釋一下，這個名詞一提你就明白了，除非你這

是今天或這兩個禮拜才開首聽的，否則我一講你就應該明白了，由初發心，由初發菩

提心那一秒鐘起，一路到你在菩提樹下成佛的時候止，總共有幾多個大階段？由你初

發菩提心那一秒鐘起，你就叫做資糧位的菩薩了，資糧位，資糧位大概要經過很長很

長的時間，可能要幾萬劫都不定，然後入，記不記得？

聽眾：加行。

羅公：加行位，加功去實行，去修行了，位就是階段那樣解，stage階段，跟著呢？

記不記得？記不記得？

聽眾：見道。

羅公：什麼？見道。我現在用正的名詞了，那就見道了，通達位，通達兩個字，直接

把捉得到的。然後呢？又記不記得？修習位。通達之後還要修習，譬如你學游

泳，現在我學會游了，會游後你不練習還是不行的，會退化的，修習位。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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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了，叫做什麼？叫做什麼？你真是論盡（糊塗）了！你呢？

聽眾：金剛道。

羅公：金剛道之後，金剛道有份，到那個時候叫什麼位？不叫做位，不叫金剛位的，

你叫它做佛位，通俗來叫就是佛位。學術上叫做究竟位，要記的！要記的，這

五位要記的，究竟位。

為什麼你整天都講？因為這些是一定要熟的。這中間最重要就是通達位，禪宗的

人叫做見性，其他宗就叫做見道，所謂見性，所謂見道，即是直接接觸到勝義諦；即

是直接接觸到真如。不是靠概念的，不需要靠概念的，是直接接觸到，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那樣，是直接接觸到的，資糧位，加行位一定要靠概念的，不能直接接觸到勝

義諦與真如的，這些修習位就是整天練習這樣接觸，這些是究竟位，成佛，不用講

了，資糧位是發心之後，在那些概念上了解，讀一讀經教，聽聽經，讀讀經，學一下

別人持戒，學一下人家修定等等，完全是靠甚麼？靠一些有概念的勝解，勝解不一定

有概念，但他們這些資糧位的人就完全靠這些有概念的勝解，怎樣叫做「勝解」？

「解」就是了解，是指甚麼？

指腦裏面，即是意識裏面有一個 concept，有一個概念，殊勝的概念，即有一個

clear 的，一個 clear 的概念，由對佛經有一個 clear 概念，對佛經有一個 clear

concept，對這個，尤其是對勝義諦、對真如雖然我證不到，但是我對它都是有一個

clear concept，有一個很清楚的，很清晰的概念，這個清晰的概念，得到一個清晰

的概念，或者得到一個很清晰的 impression，印象。

這種直接的情景，就叫做「勝解」。聽不聽得明白？要記的，以後你們有機會要講

的，所以要記的，識不識解？你自己要記得住，你不是這樣的話，你以後這一套，即是

這樣，你一定要，「勝解」這些是沒有什麼用，但沒有它又不行的，你見不得道的。

所以在你們這些資糧位的人一定要學，你如果你已經是修習位了，你就不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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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可惜你們不是，對嗎？這樣資糧位的菩薩全部要靠在勝解裏面做工夫的，他

不能夠有那些般若智出現的，你說我已經在資糧位裏學了一萬劫了，假使學了一萬劫

了，那個世界一成一壞是一個中劫，八十個中劫叫做一個大劫，一萬個大劫了！我已

經在資糧位，你不要以為我今年學了，後年我或者都可以了？你千萬不要那麼樂觀，

動不動以多少個劫計算的。

資糧位的人，假使我已經一萬幾千劫了，怕都夠了？還未夠，你仍然是怎樣？你

仍然是依住勝解去修行而已，叫做「勝解行地」，「地」亦是當階段解，「地」與

「位」都是當階段解。在一個用勝解來修行的一個階段，資糧位。那你說：何必要這

麼多名詞呢？資糧位兩個字就好了，三個字，就整多一個叫做「勝解行地」這麼「論

盡」（重複）。

你漸漸去讀多一點你就知道，即是等於一個人去醫學院讀六、七年書去學醫生，

那些醫學教授給你講課，所用的名詞很多是拉丁文的，而且他處方的藥，那些藥都是

拉丁文的，你就 他：為什麼不用英文要用拉丁文這麼麻煩？到你做了醫生你就知駡

道，你們還不是醫生，你就還沒有資格講這句話，如果可以變的話，一早就改變了就

不用你來講。是嗎？所以那些整日一開始就批評人這些很深，那些又複雜，根本上這

些人就真是烏矇矇的。

真是這些人，所以我見到這些人都會罵他，很多這些人因為被我罵所以不來，那

天有一個問，又說佛經為什麼這麼深，我就答她，我現在講的是深的，淺的你去別的

地方聽，是嗎？我不會講這些淺的。她沒有來了，以後都沒有來了。她以為我讀過大

學我都不懂，其他人就更困難了。你讀過大學就很了不起嗎？我的兒女哪一個不讀過

大學？我那個家族裡面博士都不知道有多少！你只是讀過大學就在我這裏拋浪頭？罵

她可也！

聽眾：大學就好像掃樹葉那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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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大學就好像掃樹葉那樣多。

羅公：我在大學裡面教了幾十年。這樣，資糧位是勝解行地，好啦，我現在修行了，

學修定了，初禪、二禪我隨時能入，第三、第四禪我都能入到了，神通我也有

一點了，你坐在這裡，我定眼望著你好像馮馮那樣，一入定我就知道你的心在

想甚麼了，望一下你就知道你的肝有病，或者你的肺有病了，望望，望穿都行

了，一入定就行了，這樣我是否修行修得很好了？還未，你叫做加行位，你就

算第四禪你能入到，你仍然是叫做加行位，加功去修行的而已，持戒很好、修

行很好這些。好像我們的師父，那位太虛法師，這一類都是加行地的人馬來的

而已。這樣，加行位還是勝解行地來的，所謂「勝解行地」包括資糧位與加行

位，兩個階段都是要靠勝解去修行的，不能夠有一個真正的般若智出現的，所

以叫做勝解行地。你明瞭了，多一個名詞不要緊，沒有這個名詞你又不明白，

一過了勝解行地以後就叫做入了什麼？一到通達位就到了「歡喜地」了，入地

了，一入了歡喜地之後一路修習，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

地、九地、十地的這麼長的修習位了。修習位以後，到你成佛，金剛心之後

了，由金剛心，有人主張由金剛心時候起計，有人就〔認為〕過了金剛心起

計，就叫做「究竟位」了，成佛了，勝解行。如果，來到這裡我問你了，當你

是一個「勝解行」的菩薩的時候，你能不能把捉到勝義諦？能直接把捉到嗎？

聽眾：應該不行。

羅公：因為他整天都是靠勝解的，靠概念不行，到最後世第一法的時候就差不多可以

了，不行，一定要見道以後，通達位以後。好了，這即是說，凡是依勝解行地

去修行，不論他是資糧位也好，加行位也好，他都不能夠直接接觸勝義諦的，

都是靠概念來修止的而已。他這位「善清淨慧」就見到一批人，個個都怎樣？

修行了，修什麼行？他們是修「勝解行地」的。我們一看，不用讀下去我們就

知道，這人都不會證到勝義諦的，是嗎？因為他們還是「勝解行地」。你明白

嗎？這些叫甚麼？「聞一以知二」，你聽到這些就不用告訴你，不用讀下一

段，你就知道，這些人都不能夠把捉到勝義諦的。這些叫做「聞一以知二」，

應該要學到這樣。「聞一以知十」就更厲害了，不容易做，聞一以知二，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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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要做到這樣。

聽眾：通達位是聞一而知十。

羅公：甚麼？

聽眾：通達位是不是聞一而知十？

羅公：是呀！那些就可以，通達位以後那些厲害，同時每個剎那都加倍、加倍進步，

他說：「我即於此」，此即是這裏，即是我在這裡，「曾見一處，」這裏有很

多地方，我見到一個地方，「一處」，一處甚麼？「有眾菩薩等」，有很多菩

薩，學大乘的菩薩，都不是羅漢，他這班人都是還未見道到的菩薩，他們「正

修行勝解行地，」明白了嗎？這個不用解了，是嗎？

他們正在修行那些有概念的、靠勝解來修行的，「同一會坐，」同大家一起集

會，一齊坐有那裏，那班人集中在這裡幹什麼？「皆共思議，」整天用他的心思去

想，「議」，用嘴巴去議論，議論什麼？「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異性相。」他們整天

在那裏思議，思議些甚麼？思議那個「勝義諦」的相狀，「與諸行」，「諸行」就是

現象，那些有形有相現象的相狀，到底是「一」還是「異」呢？「一性」抑或「異

性」呢？「一性」抑或「異性」呢？它的情況是怎樣的？識解嗎？結果這般人能不能

搞得定？想不想得到？一定搞不定了！因為何解？你可以聞一以知二了。

現在問你，你能答到了，為什麼？他們是在「勝解行地」嘛！你都還未 得過！飈

「於此會中，一類菩薩作如是言：」「於」就是在，在這一類集會裡，有一堆菩薩，

有一類菩薩，「作如是言，」他講這些這樣的說話，他怎麼說？「『勝義諦相與諸行

相都無有異。』」他有一個這樣的主張，所謂「勝義諦」的特徵與這個「行」，諸

行，現象界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這些這樣的諸行的相狀都無有異，一點都沒有分

別的，無有異即是無分別的。無分別即是一了。這一類菩薩就是這樣了，你不要以

為，為什麼這些菩薩都這樣？就是菩薩才會這樣，那些初級的菩薩才會這樣，如果那

些高級的會怎樣？高級的不會，好像文殊、彌勒那些就一定不會了。

但你要知道，那些跟著文殊一起去的還是會這樣的。是嗎？另外有一類菩薩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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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類菩薩復作是言：」即是又有一類菩薩？「復」即是「又」，又講這樣的

話，他怎麼說？「『非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然勝義諦相異諸行相。』」

「非」即不是，不是勝義諦相與諸行的相都無有異的，即是否定了前面那班菩薩的說

話。「然」，然即可是。即是英文的 but,但是，我們廣州話即但是，但是甚麼？「勝

義諦相異諸行相。」勝義諦相和那些諸行，與那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貓貓狗狗這

些諸行，這些現象是異的，簡直是離行離列的！不是的，是兩種東西來的！另外一類

菩薩極端相反，這類菩薩；另外還有一類，第三類菩薩，「有餘菩薩疑惑猶豫，復作

是言：『是諸菩薩，誰言諦實？誰言虛妄？誰如理行？誰不如理？』」

另外有一類菩薩很懷疑了，阿甲這樣說，阿乙就那樣說，「猶豫」，就是懷疑，

猶豫何解要猶豫呢？猶豫是古代的一種禽獸來的，好似狐狸大約差不多的樣子的禽

獸，半似狐狸半似獅子的一種禽獸，這種禽獸就最多疑心的，牠成日在，這種禽獸不

怕冷的，一到冬天結冰的時候，牠踩著冰牠就可以過河了，當牠踩到冰上的時候牠很

聰明的，牠一定會用那隻耳朵靠過去聽的冰下的動靜，看有沒有水，如有水牠又怎麼

樣？因為那些冰太薄牠就會跌進去，沒有〔危險〕然後牠才行兩步，行兩步又再這

樣，即是很多疑的，那種禽獸。所以以後那些人懷疑，有疑心的，就說他猶豫。禽獸

名來的，本來是名詞，是 noun來的。猶豫就變成了形容詞了，變成了 adjective

了。就是將那個 noun used as adjective了。當一個 adjective用了。

他猶豫了，這個是國文而已，不應該講的，不過我見座上有很多國文都是比較差

的，就解給你們聽一下，也是有益的。他疑惑、猶豫了，這樣疑惑就即是猶豫了，何

解要這樣？又要解給你聽，又是國文，這個叫做複詞，中文有很多叫做複詞，同一樣

的意義但它兩個一齊舉，譬如我們說整天講關門閉 ，我去找他，他都不在，關門閉户

戶，關門不就是閉戶？閉戶也即是關門了。

但你說關門了，比較硬邦邦的不是很好，關門閉 就好像柔和很多。所以我們時户

時用複詞，中國人是這樣。西洋人就不用這種複詞的，西洲人講一個名詞再撇一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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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串來講，就不用這些。中國人就一連串複詞，連著三四個都有。疑惑、猶豫了，

為什麼要搞成這樣呢？要用複詞？他要砌夠四個字一句，你明不明白？這樣美麗。是

嗎？「復作是言，」他有這樣說了，怎麼說？

「是諸菩薩，誰言諦實？誰言虛妄？」他懷疑了，是即此也，「是諸菩薩」即是

這一班菩薩，這兩班菩薩，「誰言諦實？」哪一部分的人說話是真實的？「諦」者亦

是「實」那樣解，應該是誰言實，是嗎？他又要整四句，「誰言諦實？誰言虛妄？」

哪一句說話是不實？不實在就叫做虛妄，「誰如理行？誰不如理？」這個「行」字不

要讀「杏音」，讀「恆」，「誰不如理？」這個行者修觀行，兩班菩薩之中一班就說

都無有異，另一班就說「異諸行相」，哪一班人是「如理行」呢？

「如」就是依照，「理」就是道理，哪一個依照道理去修行呢？修觀行呢？哪一

班人呢？「誰不如理」？兩班菩薩之中哪一班是不合理，不依照道理去修行呢？因為

怎樣？因為他們「或唱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或唱是言：「『勝義

諦相異諸行相。』」他們兩班人有不同的見解，「或唱是言：」有一班人他們說什

麼？「勝義諦相」與「諸行的相」都無有異；另一班人或者他們又說：「『勝義諦相

異諸行相。』」與諸行的相是異的。到底是誰講的對呢？這裡是敘述，他見到這兩批

菩薩這樣的情況。

於是，他將這種情形敘述給世尊知道，他自己加意見，這位「善清淨慧菩薩」加

意見了，他說：世尊啊！叫他一聲，「世尊！我見彼已，竊作是念：」我，「善清淨

慧」，我見到彼，「彼」即是他們，「已」、就是之後，我見到他們之後「竊作是

念：」「竊」者私也，私心，我私心，即我私下起一個這樣的念頭，起個怎樣的念頭

呢？「『是諸善男子愚癡、頑鈍、不明、不善、不如理行，』」「『是諸善男子愚

癡、頑鈍、不明、不善、不如理行，』」這樣先半句。

我的心這樣說，「是諸善男子」，這兩批善男子「愚癡頑鈍」，「愚」就是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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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癡是蠢，「頑鈍」即是固執，遲鈍，愚癡頑鈍，「不明、不善、不如理行，」這個

「行」，讀「行」（音杏）就是名詞，這是指只觀行，即修禪定，修觀行，即是修止

觀，觀行即是止觀，即是瑜珈，yoga，這個行字只是略了「觀」字，他不明白，說

都「無有異」，又說一向是「異」，他不明白這種的執著是不善的，即不善巧的，而

且是不如理的，不合理的觀行來的，他不知道這是不善的、不如理的觀行。

因為他不明白，所以他怎樣？「於勝義諦微細甚深，超過諸行一異性相，不能解

了。」他因為他蠢，所以他對於勝義諦的那種微細甚深的，深過諸行是「一」是

「異」的這種情況他不能解了，他不了解，「解了」就是了解，「說是語已。」他講

完以後，講到這裡，講完之後，下文就釋迦佛答了。這裡是一個 break了，是嗎？佛

就答了：答就分兩段，一段就是長行，一段就是頌文。現在先讀它的長行，長行裏面

又分作三小段，第一階段法說。什麼叫法說？記不記得？依理直講，依道理來直說，

法說，依法直說。

第二段、喻說。用譬喻來說。第三段合說，將譬喻和直講的重新合起來。現在是

法說，丁一、法說又分兩段，第一段、述成總說，即總合來講，然後，戊二，就是別

釋其義，分開逐點逐點講，總講，總講即是甚麼？ generally，別說呢？

particularly，現在戊一，述成總說。「已時世尊告善清淨慧曰」，這個不用解了？

怎樣說呢？「善男子！」叫一聲他。「如是如是」，就是對了對了，你問得對了，對

了。

「如汝所說：『彼諸善男子，愚癡、頑鈍、不明、不善、不如理行，』」「不

明、不善、不如理」都是讀行（杏），不要讀行（恆）了，半句，「如汝所說」，即

是依照你所講的一樣，「彼諸善男子」，即是那班善男子，即是那兩班菩薩，「愚

癡」，蠢材，蠢；「頑」、頑固，「鈍」、遲鈍，「不明、不善、不如理行，」這個

行者讀行「杏」音，當觀行那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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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明白他們那種用那種勝解去修的是不善巧的觀行，是不如理的觀行，他們在

那裡一味用勝解來修觀行不是說不好，你知道那個勝解就要靠概念，而執著概念就不

好，如果知道，我要假借這個勝解，將來就會證到，這樣做就好了。

你們讀佛經都是一樣，你搞來搞去都要靠這個勝解的，要靠概念的，但你死執概

念，你就是絕症來的了，沒有辦法了。如果你完全不讀經的，我不用的，我自己靠自

己想的，那就是更加蠢材，你的智慧有多大？是嗎？那要怎樣？兩者俱非，應該要怎

樣？要概念、要勝解、要讀經。但我們知道，讀經、勝解、概念，不是究竟的，我們

現在要過河，要靠這條木筏撐過河，到過了岸，我就不要這個木筏了。

他說他們不明、不善、不如理行，「於勝義諦微細甚深超過諸行一異性相，不能

解了。」一句。他對於勝義諦的那種很微細的，不容易見得到的，很深奧的那種甚

麼？那種勝義諦與那些諸行，那些現象界的東西，到底是「一」抑或是「異」呢？一

性抑或異性呢？這個特點，這個「相」字當特點那樣解。

他「不能解了」，他不能認識。即是釋迦佛同意這位善清淨慧的批評，「何以

故？」為什麼呢？釋迦佛繼續講了，善男子！叫一聲他，叫一聲他之後，「非於諸

行」這個字讀行，第一個行、讀「杏」，行是名詞，當觀行那樣解，「非於諸行如是

行時，」這個讀行（音「恆」）了，上面的「行」是 noun，下面的「行」字是

verb，「非於諸行如是行時，名能通達勝義諦相，或於勝義諦而得作證。」一句。

「非於諸行如是行時，」並不是於觀行這樣去修行的時候，「名能通達勝義諦

相，」就叫做能夠通達了解這個勝義諦相的特點的，「或於勝義諦而得作證。」或者

這樣修觀行就可以在勝義諦就可以證得的，「得作證」者，即是親自去證明的。不能

夠的，因為何解？他要靠概念，凡要靠概念的都不是辦法的。這樣已經講了，即是說

要靠概念的都不是。總說。下面逐點講，分三番來講，三個「復次」。一個「復次」

就是一番一番，分開三番來講，第一番，己一、第一復次，己二、第二復次，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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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復次。

我們今天解第一復次，看看行不行？第一個復次裡面分兩點，第一點，庚一，反

難。即是從反面來到質問，「難」即是質問，在反面來到質問，令它不通，不通就要

走過另外一條路了。然後庚二就是順式，依住正面，「順」即正面，正面來解釋。現

在庚一反難：「何以故？」為什麼呢？為什麼說那兩班菩薩都不行？「善清淨慧！」

他叫一聲，佛說：善清淨慧啊！「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應於今時一切異生

皆已見諦；又諸異生皆應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或應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一句。

這裡是先反面來到質問，質問什麼？質問這個勝義諦與諸行是「一」就不通了，

問他了，若勝義諦的這個相狀，與諸行的這個相狀，與現象界的諸行的相狀如果都無

異的，都沒有分別的，即是一樣的，這樣應該個個都見性了！是嗎？我現在飲一飲那

杯茶，勝義諦與和那杯茶無異的，一樣的，這樣喝一口茶不就見一個性了？是嗎？譬

如勝義諦相和諸行的相是沒有分別的，街上的巴士，巴士都是諸行之一，那坐巴士不

就是見性了？搭十次巴士就見十次性了？這樣搞法？所以，應該是一切異生，異生即

是什麼？記不記得？記得嗎？鍾先生你記得嗎？

聽眾：凡夫。

羅公：凡夫。一切凡夫皆已見性了，皆已見甚麼？見諦，「見諦」即是見道。

這個「諦」者勝義諦，見到勝義諦了。「又諸異生皆應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

槃；」如果勝義諦相就是諸行，這是小孩子一出生就見到五顏六色的東西，五顏六色

的東西不就是勝義諦了？一出生他就證勝義諦了，是嗎？這樣他證了勝義諦之後，跟

著他就成佛了，跟著他又怎樣？入涅槃了，證入「無上方便安隱涅槃」了！「無上」

就是最高的，方便是怎樣？涅槃又怎樣方便？你入了涅槃之後，入涅槃之後就沒有了

你了，還有怎麼「無上方便」？涅槃有四種，記不記得？第一種叫做「自性清淨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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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即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本來個個都有的涅槃，不過我們看不到，好像你的身體

裡面的那件衫裏面，簡稱「自性涅槃」。

第二種叫做「有餘依涅槃」，簡稱就是「有餘涅槃」，有餘依，「依」者，我們

的精神所依的身體，即是說一個人修行證了阿羅漢果，本來就可以入涅槃了，但是他

現在還未死，他生死輪迴的身這個是最後的了，這一生死了以後就沒有第二世了，

「無餘依」，不對，他未死，還有一個殘餘的所依的身體，未死，有餘依，有這個殘

餘的所依的身體，未死，但他隨時可以入涅槃，而且他一入定就可以證涅槃。

他所證的涅槃叫做有餘依涅槃，這個人如果當他到了百年歸老了，死了，他殘餘

的身體都死去了，那時怎樣？「無餘依涅槃」了，簡稱「無餘涅槃」。連那個殘餘的

身體都沒有了，第二世亦沒有了，這樣，這個叫做無餘依涅槃。以上三種涅槃。第一

種記不記得？

聽眾：自性清淨嘛！

羅公：第一種？自性清淨涅槃，第二種有餘依涅槃，第三種無餘依涅槃。

第一種涅槃個個都有的，老鼠、貓、蟑螂，個個都有的自性涅槃，地獄、魔鬼都

有，佛沒有增加到，魔鬼也沒有減少到自性涅槃。第二種有餘依涅槃，那是修小乘

的，而證到阿羅漢果的那種人，證到的，未證阿羅漢果的人沒有，證不到，有餘依涅

槃。〔第三種〕無餘涅槃是那些證了阿羅漢果的人，他死了，永遠入涅槃了，沒有了

他了。叫做無餘依涅槃。即是說有餘涅槃、無餘涅槃小乘人都是有的。

第三（四）種就叫做什麼？記不記得？無住涅槃，既不住於生死，也不住於無餘

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可以入涅槃但是他不入涅槃，他自己投入這個世間救世

的，他已經成了佛，表現就要入涅槃，跟著他就以菩薩的身或者以其他的身，來到入

世的，永遠不停息的，叫做無住涅槃。

11



他這種人雖入生死，但他不會被生死束縛的，他雖證得涅槃，但是他不會枯寂，

永遠入了涅槃，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這種是「無住涅槃」，只有佛才有的，小

乘的羅漢是沒有的。這四種涅槃之中，「自性涅槃」就無所謂方便，因個個都有的，

「有餘涅槃」都很方便，他快要得了，會死了，永遠死了，但那方便不夠大，是嗎？

雖有方便而不是無上，是嗎？還有些比他了不起的，還有「無住涅槃」，比它了不

起。

第三種的那個，「無餘涅槃」，「無餘涅槃」都方便，但不是無上，他不能夠無

住，是嗎？唯有佛的「無住涅槃」才可以稱得無上又方便，這個「無上方便安隱涅

槃。」如果這種勝義諦與諸行種種都是一樣的，豈不是個個凡夫都已經可以成佛了！

整日可以證到勝義諦了，是嗎？如果可以這樣，這樣廁所裡的那些屎蟲都是佛來的

了，但事實不是！甚至到，皆應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或應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那些老了的凡夫，已經怎樣？可以成佛了，無上正覺已經得了。所以你說諸行的

相與勝義諦相是「一」就不通了，佛就說它不通的，「異」通不通？異一樣不通，佛

講的。「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一向者，是解甚麼？永遠地如

此，absolute，絕對，絕對不同的那怎樣？「已見諦者於諸行相應不除遣；」即是說

勝義諦相和諸行的相離行離列的，你如果證到勝義諦，不用理那些諸行的，是嗎？

諸行不會阻礙你的，你的勝義諦也不會阻到諸行的，這樣即是說什麼？不用設法

去除那些勝義諦相，不是！不用設法去除那些對於世俗諦的執著的，對於諸行的執著

不用除的，不用除那些執著，你想證勝義諦你盡管去證就行了，你又不用去吃齋了，

又不用去修定了，何解？吃齋、修定要除去煩惱是不是？除去煩惱的目的是要證勝義

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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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煩惱然後才可以證勝義諦，如果你勝義諦和這些諸行絕對不同的，那裡要吃

齋修行去除？是嗎？吃齋修行到底都是世俗諦的東西，這樣與勝義諦有甚麼關係？既

無關係，就不用在世間修行了，另外要想辦法了。聽不聽得明白？「應不除遣；」不

需要排除，除遣即是排除，你回去如果看了。

我這樣現在這樣講，這幾句話，你現在剎時聽就明白了，一會回去想一想又會不

明白這一句，你就看看我這裡，「若諸行與勝義諦一向異，」看得到嗎？中間那裡？

我開頭哪裡，我解釋到那裏，就不應於諸行中，我們不應該在諸行裏面修行，不應於

諸行中，「遣諸行相」，要排除，「空」，「遣」即空了它，空了一切諸行的相，然

後才能證得勝義諦的。

我們事實上在定中，將所有諸行的相狀全部都空了之後，你們般若坐禪，般若坐

禪就要用般若智完全空了諸行的相狀，空了一切我執、一切法執，一切我相、人相，

空了它，然後才能證。

如果這樣解法，即是說勝義諦相與諸行的相就是有些關係的了，是嗎？如果沒有

一點關係，為什麼要空它？是嗎？與二者無關，雖證勝義而不需要遣諸行，「不遣諸

行」，找不找得到？看不看得明白？我這幾句話？「若不除遣諸行相者，應於相縛不

得解脫；」如果你不排除那些諸行的相，你即是對諸行有執著，你在定中整日又見這

又見那，又見錢財，又見山、又見水等等，因為何解？

不用除遣它嘛！它與勝義諦都沒有關係，為何要除它？既然無關係，除了它也見

不到勝義諦的，這樣就不用除了，不用除就有問題了，何解？那兩種束縛你不能解脫

了，束縛，哪兩種束縛？一種叫做「相縛」，一種叫做「麤重縛」，現在講麤重縛、

相縛先，甚麼叫做「相縛」？「相」者、相分，我們每一個識都有一個影子，一個

image的，這個 image叫做「相分」，譬如你現在看鍾紹亮，看他，當我看他的時

候，整個 image在我的前面，我看不到他的後面，是嗎？看不看到他的後面？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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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即是說被那個 image束縛了我，我看不到別的。當你集中精神去看一種東西的

時候，外面打架你都不知道的，因為這種東西的 image束縛了你，你不能夠了解。

人做事情要專心才好，但當你專心那個 image的時候，你就完全忘記的其他東西，

這種叫做「相縛」。被那個 image束縛了你，好像那個照相機，當你照相機拍照他

的時候，就被這個人的 image束縛住你了，你不能拍別的地方。

相縛。勝義諦的那些相是什麼？相都是那些概念，名相甚麼的內容，那些概念、

觀念的那些，通通都是「相」，勝義諦是無相的，signless，無相的，世俗諦是每種

都有一個 sign,，有一個 sign，有相的，唯有勝義諦這個真如，是 signless無相的，

無相。無相，既然無相就要將所有的相除去，這個相就是一個一個 image，完全除

去它。

這樣，沒有了相縛，當下，你沒有的相縛的時候你會怎樣？要不要就找勝義諦？

要不要？不用了！這一下就是勝義諦了，沒有了相縛就是勝義諦了。譬如現在看你那

樣，遮著就看不到你，一拉開就整個在這裏了！是嗎？不用另外找的，是嗎？明明有

這東西在這裡，你蓋住了眼睛就看不見，你拿東西蓋住了眼睛就看不見，一拿走它，

當下就是了，就是這樣解。當，甚麼叫做「當」？當即是就在前面就叫做當，

「下」，就在你眼底下，就是你前面你的眼下就是了，不用去外面找，沒有了相縛就

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諸行就是「相」來的，如果你說諸行還是諸行；勝義諦我自己去證，

我不理諸行的，這樣我們就不用怕相縛了，由得它相還是相了，這類人就不用相縛，

解除他的相縛了。相縛，這個相的束縛，能夠解脫，解脫。這樣，「此見諦者於諸相

縛不解脫故，於麤重縛亦應不脫；」我們的凡夫經常被人家束縛，不止被相縛束縛，

還有一種麤重縛，什麼「麤重縛」？我們很多煩惱的，現在暫時不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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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不起貪心，譬如我見到他的手袋裡面有很多錢，我不貪，我不起而已，但

是我的貪的煩惱，貪的煩惱還有一個種子在的，那些煩惱的種子常常潛伏在我的心田

裏面，所謂「心田」就是什麼？就是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整天潛伏在第八阿賴耶識

裏面，現在我拿著一本佛經就不貪了，或者到了今天晚上我喝了兩杯酒，忘記了佛所

講的一切說話，我見的東西就會貪了，是嗎？壓伏著它就不貪，不壓伏就貪了。

前世一路剩下來的那些煩惱的種子現在不起，但是一旦起了它就貪了，這樣，這

些叫做甚麼？這些煩惱的種子整天跟著我們，很累贅，贅著我們令不得自在的，叫做

「麤重」，記住，煩惱種子叫做「麤重」，在佛經裏面，「麤重」有兩個解法，一個

是累累贅贅那樣不舒服，叫做「麤重」，第二個就是煩惱種子叫做「麤重」。兩個解

法。第一種解法就個個都懂了。

因為我們成日有第一種「麤重」，所以我們想見道卻見不到，想證勝義諦要怎

樣？要修定，入定，入到四禪，所有的煩惱壓著，入了初禪以後有一個輕安起，現在

的人叫做氣，實在是輕安，那些輕安一起遍滿周身，身體好像沒有重量那樣，空靈

的，那時就沒有了麤重，不是沒有煩惱種子的那種麤重，是沒有了累贅的那種麤重。

有些人說我練氣功可以練到輕的、空靈的，即是說他起了輕安，如果真正的起了

輕安，他這位先生就可以說他入了初禪，並不是了不起，充滿了輕安就叫做入了初

禪，如果還是周身走的就連初禪都未到。那些叫做「未到地定」，未入到初禪，快要

入到初禪。禪有四種，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每一個禪都有一個將入未入的時候，那種狀態叫做「近分」，你未入初禪的時

候，先有個初禪「近分」，初禪近分通常怎樣？見到有些氣周身走那樣，有時候好像

觸了電那樣霹靂啪啦震的那樣，這種情境是初禪「近分」，當你由初禪升上第二禪的

時候，又來一輪有一個「近分」，震動，或有種種奇景出現，忽然 得很高，忽然見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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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肚子脹，脹到猶如虛空那麼大，那就是「近分」。二禪近分又美妙過初禪近分，

第二禪入第三禪時又有第三禪近分，第三禪進入第四禪時又有第四禪近分，一入了之

後過了近分就正式入定了，正式入定時就叫做「根本分」了，不要個分字都可以，叫

做「根本」。

將入初禪時就先得到初禪近分，由近分霹靂啪啦地那樣，到了全部停下來很冷靜

了，那時就叫做初禪的根本；由初禪進入第二禪又劈哩啪啦地或者覺得脹，等等，這

樣又到第二禪的近分，後來又劈哩啪啦一輪震動以後又冷靜了，那個時候就入了第二

禪的根本，每一個根本定都有一個近分，這樣四禪就有四個近分了。四個近分之中，

初禪的近分是最低級的，是嗎?完全未到家的，這樣叫做什麼？未到地定，要記的。

未到地定、未到地。初禪叫做甚麼？「有尋有伺地」，「無尋為伺地」。他都未到那

個境界的。

未到定境的，只是近分而已，初禪的近分叫做「未到地分」，又說氣到周身走，

由頭順著走到腳，由腳又走到頭，是甚麼呢？又說會走出來，還說會醫人等等，這些

叫做什麼？他老先生得到未到地定那樣解，是嗎？人家說有氣的，怎樣得，你不要說

人家，你知道就好了。我沒有叫你說別人，因為何解？你說人家會令人很慘，是嗎？

原來我修了幾十年，氣都周身走了，原來還是未到地定？他會慚愧的，好人就會慚

愧，肯去上進，不長進的就會放棄了！修都沒有用了！

壞的會怎樣？亂講了，豈有此理！你走來傷害我？我的檔口，你即是破壞我！所

以你知道了，笑一下就算了：是嗎？最好是這句說話。英國人你講這句話最妥當的，

你對他講一件事，如果他不同意你的看法，又費事駁你，會是跟你講，很有興趣！你

所講的東西很有興趣！最好。英國人最喜歡這樣，你所講的東西真的很有興趣，他沒

有說你好，又沒有說你不行，只是很有興趣而已。你從好的方面看你不錯，從壞方面

看只是一個趣字，英國人有時很幽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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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們整日被那些麤重束縛，我們想暫時離開那個麤重束縛可以怎樣？所謂

暫時離開麤重束縛要怎樣？第一、要有輕安，是嗎？第二是怎樣？在定中壓著那些煩

惱種子，等兩種麤重都不能夠出現，暫時而已，你一出定煩惱又來了，這樣，個個眾

生都有麤重縛，你只有怎樣？大乘的人見了道，入了定中就沒有了相縛，〔但沒有

了〕麤重縛就要成了佛才行。「此見諦者於諸相縛不解脫故，於麤重縛亦應不脫；」

這樣即是二縛都不能脫了！是嗎？如果勝義諦與諸行相是離行離列，是會搞到這麼嚴

重的。

「由於二縛不解脫故，已見諦者應不能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或不應證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他還有兩種縛不能夠解脫，即是說沒辦法成佛！是嗎？如果「勝義諦

相與諸行相一向是異」的，結果就這樣了。所以你執它「異」你就會不能成佛；執它

為「一」也不能成佛的。回去浸淫，讀多幾遍，這樣你就會更加了解了。現在讀了，

用反面來講了，如果你說勝義諦是一的話你就撞板（錯）了，如果說勝義諦與諸行是

異的兩種東西一樣也是撞板（錯）的，是嗎？反面了。

正面了，從正面解了，順式了。善清淨慧啊！叫一聲他：「善清淨慧！由於今時

非諸異生皆已見諦；非諸異生已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亦非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一句。佛說：善男子！善清淨慧啊！由於現實上我們知道，現在，今時那些

異生、那些凡夫並不是已經見諦，沒有見諦，「非諸異生已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

槃；」那些凡夫並沒有能夠證到無住涅槃，「亦非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那些

凡夫亦沒有證到無上正等正覺。

所以你說勝義諦相與諸行相是一，你就說不通了，「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的）

相都無異相，不應道理」了，不合道理了，看不看得到那些字？有沒有？有沒有這個

字？沒有？要加回上去。都無異「者」的者字就劃掉它，就寫回這些上去，原來我寫

的時候漏掉了，今天早上我起來看一看，然後我才加回上去的，在那個「者」字不

要，在者字下面加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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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什麼進去？「相」字，「者」就是「相」字來的，跟著這些加上去，「不應道

理」，就是不合道理，一句。「若於此中，」「此中」即是這裡，「作如是言：」

「作如是言」即是這樣說，講這樣的話，你在這裏講了一句這樣的的話，怎麼說？你

怎麼說？你這樣說：勝義諦相，「勝義諦的相與諸行相」，然後接著寫一撇，是嗎？

「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非如理行，不如正理。」一句。可以嗎？

由於上文的道理，所以勝義諦相與諸行，諸行即是現象界的相狀都無異相，都是

無分別的不應道理，不合理，既然不合理，而你又講，即是你不對了，「若於此中，

作如是言：」如果你明明他不合理的，你還講這些說話：「『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

異者。』」如果這樣說的話，「由此道理，」依據上文所講的道理來看，「當知一切

非如理行了。」應該知道，你這樣的講法非如理行了。你所作的觀行已經是錯了，

「不如正理」，不合正理。下面再講，「善清淨慧！由於今時非見諦者於諸行相不能

除遣，然能除遣；非見諦者於諸相縛不能解脫，然能解脫；非見諦者於麤重縛不能解

脫，然能解脫；以於二障能解脫故，亦能獲得無上」，加回兩個字，「方便」，漏了

兩個字，看不看得到？「亦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或有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一句。

我再講，這句很長。佛說：「由於今時」，他說由於現在「非見諦者於諸行相不

能除遣，」並不是那些在定中能夠見諦的人，他不能夠將那些諸行的相空了去，不是

不能夠空，「然能除遣；」但是他確實，「然」即可是，可是他確是能夠除遣那些諸

行的相，亦「非見諦者於諸相縛不能解脫，然能解脫；」並不是那些見諦的人，當他

正在見諦的時候對於相縛不能夠解脫，並不是不能夠解脫，出了定是另外一回事，他

在證勝義諦的時候，他的相縛是不起的。

「然能解脫；」他確實能夠在正在見勝義諦的時候，他能夠解脫相縛，只是那時

解脫而已，解脫即是暫時，解脫有兩種，一種是永遠解脫，一種是暫時解脫。解脫兩

個字英文翻譯的人說 free from， free from，解脫。「非見諦者於諸麤重縛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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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並不是那些見諦的人當他正在見諦的時候不能夠解脫那些「麤重縛」，「然能

解脫；」但是，他確實能夠在正在見道、見性的時候暫時他能夠解脫的。

即是說，當他見到勝義諦的時候，相縛（於）勝義諦他一時都可以解決到的，能

夠暫時解脫的，「以於二障能解脫故，亦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因為他能夠對

二障解脫，所以他慢慢修、慢慢修，由見道位變了修道位，修道位又到究竟位，他最

後證得無上方便的「安隱涅槃」。這樣證得涅槃也可證得大菩提了，「或有能證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講到這裡我順便又講一講你聽，佛，佛的德，道德的「德」，佛

的道德有幾多種呢？

佛的德，德性，可以勉強譯做英文叫做 character，佛的 character有幾多種？

主要有兩種，佛的德有兩種，一種，一種叫做「斷德」，斷除一切煩惱種子，斷除一

切煩惱種子，煩惱種子都沒有了，現行的煩惱就一定沒有了。亦即是甚麼？斷除一切

相縛、麤重縛，「斷德」。這種斷德就是所有不好的東西他都斬斷了，即是說那不由

自主的生死輪迴都斬斷了。這種「斷德」叫做什麼？大涅槃了！斷除煩惱了，他就不

會再受生死輪迴了，那就涅槃了！

為什麼叫做「大」？小乘人所證的無餘涅槃，他自己溜了去就算了，他都不救世

的，不能稱之為「大」，不夠偉大，佛的無住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就稱為「大

涅槃」，就是佛的無住涅槃是大涅槃，與小乘人的那些普通的涅槃不同的。佛有德，

「斷德」，除了斷德之外還有什麼？還有一種「智德」，智慧的德性，智德即是什

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們簡稱它叫做大菩提了，「菩提」者，覺悟。

如果用它來分析，唯識宗的人將佛的大菩提分析成四種智：「大圓鏡智、平等性

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這四種智的總和就叫大菩提。與小乘的小小的智不同，

小乘人只有兩種智，一種叫做「盡智」，他體驗到我生已盡了，我的生命最後了，我

這一生已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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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真正用現量體現到這種情景的那種智就叫做「盡智」；「無生智」，他們體

驗到他不會再生死輪迴，第二世都沒有了，叫做「無生智」，小乘人叫做「盡智」，

「無生智」，大乘佛「盡智」與「無生智」之外，再加一種叫做「一切種智」，能夠

說法、說種種法來度眾生的。這樣，這即是說佛的大菩提又可以分做四智，又可以分

做佛所有的這三種智的總和，叫做佛的「智德」。

他們小乘人也有菩提的，但小乘的菩提只有「盡智」、「無生智」，沒有「一切

種智」。佛的大菩提除有「盡智」、「無生智」之外還有「一切種智」，這個不同就

在此了。大菩提，佛有兩種德，一面就涅槃，一面是菩提，菩提是斷德，不是！菩提

是「智德」，涅槃是「斷德」，「斷德」是消極方面的，「智德」是積極方面的。

這樣就解釋了這裡了，解了這個無上方便，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什麼涅槃是

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三菩提即是大菩提，即是無上菩提了。為什麼他要分開

來講呢？因為佛有兩種德。「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相，」你如果這樣說，

「不應道理！」就不合道了。

既然不合理的東西你就不要講，但那些人偏偏要講，「若於此中作如是言：」有

些人偏偏在這裡講這句這樣的話，講什麼話？「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絕對

異的，對不對？不對了！「由此道理，」由上文所講的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

不如正理。」我們知道這些一切一切的，那班人所修的觀行，都是「非如理」的觀

行，不如正理。

這樣，以上的第一番從正面、反面來解，即是說執它是「一」又有錯，執它是

「異」又有錯，如果你在禪定中參，給一個話頭給你參，勝義諦就是佛性，佛性與世

間法是「一」還是「異」呢？世間法是諸行是世俗諦，你參，你一定要怎樣？佛告訴

你要參到這樣，你自己試試參一參，禪宗就叫你這樣，叫你自己找答案，其他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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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將答案給你了。

這樣，第一個「復次」講了，第二個「復次」就留在下次了。下星期又怎樣？浴

佛節，人家浴佛皆已經過去了，那些印度人現在才搞浴佛節，都好，這樣就入鄉隨俗

了。第二個「復次」等我講完以後，我然後再講了。這樣，第二、第三「復次」再

講，現在還有些時間，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就討論一下。是嗎？

聽眾：教授，那個《解深密經》我想你再講一次。

羅公：解深密？

聽眾：是。

羅公：「解」就解釋。「深」就深奧，「密」、細密；很深奧的、很細密的道理，這

本經。佛講這本經，志在解析深奧而又細密的、精密的道理，怎樣「深奧」法

呢？勝義諦很深的、難解的，深。跟著勝義諦講完以後，他講「心意識相」，

我們的心到底是怎樣的？講唯識了，「心意識相」；我們這個世界的相狀是怎

樣的？「一切法相」；這樣又了解了，為什麼佛又說諸法是「空」的呢？

「空」的道理是怎樣的？無性。一切法相即是「無自性」的相。跟著下來，我

想證得無自性，我想證得大菩提，我們要怎樣？我們要修行，修行之中最重要

是修止觀，修禪定止觀。止觀是什麼？「分別瑜伽」，佛自己教你怎麼修止

觀，除了止觀之外還有什麼可修的？教你修「十波羅蜜」，提綱挈領教你怎樣

修「十波羅蜜」。十波羅蜜。修十波羅密有什麼效果？成佛。成佛以後又怎

樣？佛有什麼功德？告訴你。以上的這種道理都是很深奧、很精密的，在這本

經裏講給你聽，解給你聽。所以叫做《解深密經》。

聽眾：1988年 6月 11日。

羅公：他說：勝義諦的特徵、勝義諦的相，勝義諦即是我們宇宙的本體，即是那個

reality，宇宙的本體，那個勝義諦又叫做了真如。

這個真如有幾個特點，這個勝義諦，第一個特點，就是離言，是嗎？叫做「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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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第二個就是「無二」，不二，第三個特點、就是「超過尋思所行相」，是嗎？

即是說不能夠用我們有概念的意識去把捉得到的，第三，第三個特點。第四個特點就

是什麼？超過，第四個特點記不記得？「超過諸法一、異性相」，即是超過了與我們

現象界的東西到底是一還是異？

即是一種東西還是兩種東西？一性、異性，超過，不能說它這個勝義諦與這個現

象界的某一個現象是「一」不行，你說是「異」，是離開的也不行，離開一性、異性

的這種的特徵，「相」就是特徵。第四個，是嗎？最後的那個，第五（四）個，「離

諸法一、異性相」，這樣解釋這個「離諸法一、異性相」，就有三個「復次」，是

嗎？

第一個「復次」已經講了，第一個「復次」在第十五頁，講完了。現在講第十六

頁，第二「復次」了。第一個「復次」即是第一番說話，就是說明勝義諦與諸法非一

非異，第一番話已解了。恐怕別人不明白再講多一番，第二番。如果你第一番不明

白，仍然可以看這個第二番，如果第一番都已經聽明白了，你看第二番時自然就聲入

心通了。好了，現在就講第二番了，第二個「復次」。第十六頁。

己二，第二個「復次」。第二個「復次」又分兩段，庚一和庚二，庚一是反難，

即從反面來講，難者質難，質問，從反方面來問他，令到他答不通，答不通你就要放

棄，當外人。對外人從相反的方面來質問他，反難了之後，這個反字從文字來說與返

字是通的，從反面的方面來難，「難」怎麼解？「難」者質問，或者直接問。不要說

質問了，質問兩個字太嚴重，從反面方面來問他，ask，從反面問。

然後跟住從順，「順成」者從正面，從正面來支持自己的議論，反難就是從反面

來質問敵人，順成就是從正面來支持自己，因為佛經，佛家的那些了義經是很講邏輯

的，那些大部的，尤其是那些論很講邏輯的，如果你們讀的，你們所讀的那些，《地

藏經》、《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那些就不用講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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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但如果真正講它那些哲學的理論，你不要以為佛家的經很籠統，非常之邏輯的，

甚至到你們看那些論，你不懂邏輯你根本看不懂，看不懂的。我來介紹給你們看，你

們說英文的，我說這裡有一本叫做《Buddhist Logic》，現在有在賣，Hamilton都

有得賣，我有在Hamilton都見到有得賣。20元一本而已，兩冊 40元就買到了。

所以，現在那些，如果你現在學唯識，真正學空宗的理論，你一定要先讀通佛家

那套邏輯，你沒有錯，你讀西方的邏輯也行，不過那些名詞有很多不同，所以你也不

是很容易。真真正正的學不是很容易，普通傳一下教就易，真正學不是很容易。你不

用做甚麼，你只是，只是搞一套邏輯，譬如叫你去搞，你搞兩年你都未必搞得定，當

然不是要你專門去搞，你即是兼著每天搞一下，每天都讀一讀，每天花一個多小時

讀，你都要一年多才搞得定。

你說我中文程度不好，搞不通，你看英文嘛！有英文的，你們自己不買，找來推

的！是嗎？你說你講般若，這麼大的整本英文的《般若經》，你去讀！你說你中文不

行，你讀英文就行了，英文都不行了，你就別學了。你就不要學理論了，是嗎？沒有

得推的這些，你說你不懂英文，看中文應該可以，英文你又不識，中文也不行，你做

什麼？是嗎？這樣，不是很容易，你學一下你就知道。

聽眾：英文經很多時用梵文的。

羅公：對呀！當時用梵文，一翻譯做中文，中文的格式。

聽眾：你識梵文就很容易！

羅公：那些梵文我學過一年半載，一點都沒有用，等同你的小兒子讀完兩年英文那樣

的程度而已，我讀梵文認識一下，目的是知道一下這個字的意義是怎樣，必要

時查都可以查到那樣解。不用識梵文的，你拿來推托的，全部都有翻譯成中文

的。

23



譬如你說，譬如我們一開始任何一本經，「如是我聞」那樣，一時佛在哪裡哪

裡，對照梵文不是這樣的，梵文是「如是我聞一時」，是這樣的。你現在讀《阿彌陀

經》就是這樣：「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嗎？梵文不是，

「如是我聞一時」，然後，「佛在」。這是一句，「如是我聞一時」，然後，「佛在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那個鳩摩羅什法師譯經，硬把他後面那個「一時」拉了出來

放在下面，你會問我：羅先生，你是不是亂講？沒有亂講。

你記住，你上樓上找一本《大智度論》看看，《大智度論》是龍樹菩薩解般若經

的，一揭開第一頁就解什麼？解「如是我聞一時」這幾個字，「如是我聞一時」，這

樣斷句的，然後長篇大論解這個「如是我聞一時」，這樣即是龍樹菩薩讀過那本《般

若經》那個「如是我聞一時」的原本是在上面的。所以英文本譯就是照梵文譯出來，

更加嚴格過中文。「如是我聞」， thus I have heard one time. 這樣下的。就是照

梵文了。不過，這是小處，我們學梵文的目的就是這樣對一下而已，真正的是不用

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何嘗不通？更加順了！我們中國人。不過有很多

梵文翻譯過來中國很簡單的，我舉個例，普通的形式邏輯我舉個例，譬如：他說，西

方的因明，邏輯，印度的佛家邏輯，印度的佛教邏輯就分做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

五段的，五段、五段論式，怎樣五段呢？

譬如你說，第一、就叫做「宗」，「宗」就是標出那個宗旨，那個斷案，那個宗

是結論來的，佛家的邏輯先舉結論給你聽。「宗」怎麼說呢？譬如我翻譯一個字，人

是生物，譬如有一個小孩子，他不知道人是不是生物，人是生物。譬如你告訴他。譬

如這個小孩問你：為什麼你說人是生物？你要舉出一個理由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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