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的，不寂靜的相。好了「又如貪上不寂靜相及雜染相，不易施設此與彼貪一

相、異相。」一句，又如貪，貪是煩惱的一種，這種貪上面有一總不寂靜的性質，

「相」，又有一種雜染的相，即是有漏的與煩惱相結合的相，以有漏的東西相結合的

相，他說這種貪與不寂靜的相，與雜染相你不容易說它與這個貪的本身，這種不寂靜

相與貪是「一」抑或是「異」，你是不容易說的。「如於貪上，於瞋、癡上，當知亦

爾。」他說：好像，「如」就是好像，好像在這個「貪」的煩惱上來說一樣，我們在

「瞋」與「癡」上來說，這個「瞋」與「癡」都是有不寂靜相的，都是有雜染相的。

你說這個「瞋」與「癡」這兩個煩惱與那個不寂靜相；與這個雜染相是「一」還

是「異」呢？我們是不容易說的。九段來到譬喻，這就是即是同一樣的道理，勝義諦

相與諸行的相，亦不能說它是一抑或異的。聽不聽得明白？有九個段文，十四個譬

喻，這裏甚麼都明白了，第九個段已經三個譬喻了，是嗎？聽不聽得明白？很容易

懂，容易不容易？很容易，記住有空就將它來讀，讀得多了就會產生你的智慧。

聽眾：1988年 6月 18日。

羅公：合起來就叫做「合說」、「法說」、「喻說」、「合說」。如果是佛教的邏

輯，就是「宗、因、喻」。那天有一位女居士說向那位王天先生借，借印度邏

輯的書，借因明的書，今天又不見她來，人家拿了來交了給我。合說了，丁

三。就分兩段合說，戊一就是合，戊二就是合了之後就結歸本宗了。結歸本宗

就講什麼？勝義諦是與諸行非一非異的，現在戊一就是合，看看經文：「如是

善清淨慧！勝義諦相不可施設與諸行相」，「與諸行相一相、異相。」

聽眾：你說因明學，是不是邏輯學？

羅公：是。

聽眾：因明學是印度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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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不是就是邏輯學？

羅公：是。

聽眾：它這個宗旨就是辯論嗎？因明學。

羅公：是。

聽眾：邏輯學就是將它推理是嗎？

羅公：是。

聽眾：它們兩個是不是有些不同？

羅公：是，你問得對，你識得前一段，就不知道後一段。

聽眾：我就是不明白。

羅公：是。印度的因明本來就不是佛教的，印度人在古代是一個，差不多是一個很快

樂、天氣很好、環境很好的一個世界，因為何解？印度地大物博，人口不多，

所以她，我們不要用今天的眼光看印度，今天的印度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

一，有些人窮到連衣服都沒有得穿的，褲子都沒有得穿就包了一條布而已，窮

成這樣的。但是古代的印度很富庶，因為她天氣好，熱帶她又不是全部是熱

帶，她在亞熱帶的地方，耕種只需要播了種子自然就有穀物出了，物資很豐

富，所以他們那些人生活過得很舒適，因為生活很舒適，而且有大自然的美

景，印度怎樣？後面就是喜馬拉雅山，世界上最高的山，印度是三角形的，東

面、北面，後面就是喜馬拉雅山，東邊是印度洋，東起到西面是印度洋，一個

大洋，一望無際的大洋，南面是錫蘭，海島，海島以南就是印度洋，大海汪

洋，西面又是大海汪洋，也是印度洋，三面有大水環繞，後面就枕著喜馬拉雅

山，如果說風水，最好風水就是這樣了，這樣，他們的人民生活得很好的，很

容易過。

所以大家看見這麼自然的美景，每天早上出去看見太陽出來，非常之宏偉，望

海，一望無際，一片天空，無邊無際的樹林，他們又覺得這個大自然這麼美麗這麼偉

大，他有空閒的時候，生活解決了的時候，就思考了，為何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世界

呢？我們又有食物、又有得穿，有地方住，是誰給我們這些恩惠呢？於是就想到世界

上會有個神了，神的具體表現莫如太陽了，於是他們就開始崇拜太陽了，但是太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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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一部分，於是就由崇拜太陽再變為崇拜天神了，天神是有形的，但那些人的思想

最初就想，天神是怎樣的？為何有世界呢？最初的世界一望一片虛空，無邊無際，中

國人就怎麼說？混沌初開，天地未分的時候就一片混沌，印度也是，天地未開的時候

也是一片混沌，混沌之中，就有一隻大蛋，凝結為一隻大蛋，一隻大蛋，這是一隻金

色的大蛋，金色的大蛋一破，破開，一個天神走了出來，那個叫做那羅延

(N r yana)ā ā ，你現在入到了那些寺廟裏面，在廚房裏安一個那羅延天(N r yana)ā ā ，

那個原來是什麼？是印度婆羅門教的神來的，祂是人類的始祖，那個那羅延就在金蛋

裏面走出來，這個就產生人類〔的始祖〕，祂不是兩夫婦那樣的，世界上的宗教很少

有兩夫婦出現的，一定是男人先出現。

這個那羅延將身體裏面的血液變成甚麼？變成了大海，江河。祂的排洩物就變成

了甚麼？變成了山、泥那些，那些小便與血液變成甚麼？河流；祂的兩隻眼睛就變成

了日和月，這樣，於是就身上的蟲，那些活動的就變成了人類了。於是這樣就有了人

類了，後來那些人又越想越深，神是這樣，那麼還未曾有它之前，那隻蛋都沒有出現

之前，又是什麼呢？一路追究下去，追究，一定是沒有東西的，沒有東西又怎麼會變

成有呢？一定有一樣東西，非有也非沒有，沒有東西不能變成有的嘛！零不能變出一

的嘛！所以一定不會完全沒有，但你說有，都未有天地，為什麼會有呢？所以那個時

候已經有非有、非無的思想了，我們佛教就說非一非異，非有非無，原來婆羅門教早

就有這樣的思想了。

這樣，那怎樣叫做非有非無？有就是有，但是無形無相的，有而無形無相就是非

有非無，為什麼說他有？因為他本來就是有，為什麼說他沒有？因為它無形無相，無

影無像，就所以叫做無，所以就是非有非無，這樣，非有非無這樣東西叫做什麼呢？

他改了個名，叫做 br hmanā ，br hmanā 的意思叫做一片清淨，無邊無際的一片清淨

的意思 br hmanā 婆羅門，叫做 br hmanā ，這個 br hmanā 是一個無形無相的，你說

祂叫做神又得，後來佛教叫它做真如就是這個了，如果叫這個 br hmanā 在佛教，這

個叫做法身。叫做真如。是嗎？密宗叫它做什麼？大日如來的法身就是這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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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hmanā 。br hmanā ，中國人你知道嗎？中國人譯音就最，中國人的譯音是世界上

最糟的，譯音，很多譯音的，你去過澳門你就知道了，有些街叫做阿公撒米布機街，

我記得，澳門有這條街！叫做阿公撒米布機街，搞成這樣，中國人的譯音是最不講究

的，captain你知道它譯成什麼？甲必丹，甲必丹就是 captain了，這樣之類，人家

Pottinger那個第一任香港總督，他譯做甚麼？砵甸乍，所以有一條砵甸乍街，中國

人的譯音就，br hmanā 三個字你知道譯成什麼？譯做梵，那個梵字古音讀

「班」，br hmanā 讀得快，br hmanā 、br hmanā 就好像梵那樣了，所以就叫做梵

了，這樣了。

這樣，那個非有非無的就叫做梵，由那個非有非無的梵，就幻化了，幻化，問題

是，好啦，佛教就反對了，這個梵非有非無，為什麼會幻化這個世界？貪過癮嗎？他

說：是啊！那個 br hmanā 祂想遊戲一樣，就幻化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了。由這個

梵就幻化出這個世界出來，這樣最初就有了「梵」這個觀念了，這是宇宙的本體來

的，後來就變成佛教的真如，再後來又變成禪宗的佛性，再就是由「梵」的觀念再產

生「幻」的觀念了，「梵」就是梵了，為什麼會有這個世界呢？他說那個「梵」就幻

變出這個世界出來，於是就由最初的幻變變出一個金蛋，然後再由這樣一路一路變出

這個世界，就這樣了。

有了這個思想，於是那些人就整天探討什麼？宇宙的問題了，這個世界是怎麼來

的？將來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由這個梵就產生無數那麼多人，每一個人的本質都是

什麼？是梵的一部分來的，這個是什麼？這個就是後來佛教裏邊的那些思想，每個人

都有佛性，是嗎？所以，我們站在佛教裏邊，就說什麼都是佛說，如果你脫離佛教的

解釋，假使他是牧師或者他是神父的話，他就會說：你們佛教的這種講法是由婆羅門

教裏變出來的，就是這樣的看法。

梵，由這個「梵」產生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的本質都是梵來的了，所以印度的最

高、最古的經典叫做《吠陀》，《吠陀》裡邊有一句很有名的說話，「我即梵」。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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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在世界上很有名的。你看過 Toybee(湯恩比)裏面的那個問答，裡面有一句：

「我即梵」，那個注裏邊，大約第十頁還是第八頁的那個小注的 note，那個湯恩比

引一句：「我即梵」。記不記得？你比我後生很多，我的記憶力不錯，我都約莫第幾

頁還是記得，因為我看書，那種記性的厲害，但是我這樣，你問我老婆幾多歲，幾時

生日我就不記得，這些我都記得。是嗎？

聽眾：這即是梵我合一？

羅公：梵我合一。印度最古的說法，這種思想流到佛教就變成什麼？我之性即佛之

性，亦即是真如。是嗎？這幾句話就是這樣來的，這是探討宇宙的問題了，探

討來探討去就意見不一致，而且首先那些婆羅門，首先是那批學者會想，會思

考這些問題的人，他們就認為世人全部都是蠢材，我這些才是最聰明的，為什

麼我們這些最聰明？他說我們這種人是不同的，我們這些是由那個梵

天，br hmanā ，由那個梵直接產生我的，其他的都是指那些無知的人，是甚

麼？於是他們說社會上有四個階級，有四個 class，有四個 class，或者叫做

caste，又可以四性階級，最高的階級就是 br hmanā ，他們說何解呢？我就是

正統的，就是以前的人所說的大老婆生的孩子，嫡子，正統的。他們說婆羅門

是在梵天的口裡生出來的，梵天是男人怎麼會生孩子呢？他說他是祂的從口裏

生出來的，吐出來的，所以我們是最高貴的，這種思想來的什麼？那些人稱菩

薩叫做佛子，說是從佛口所生，又是在婆羅門那裡傳過來，所以你學佛經的人

進一步你就要連這些也要看，如果你想做佛學家，想講道，講佛法，就要學連

這些也學，這就是階級了，說我這些是最高級的，最聰明，最有智慧的，第二

級是梵天的手腳的肌肉變的，那些叫做剎帝利，是貴族，王族，貴族，再低一

點就是梵天的那些再低一些的身體所變的，那些叫什麼？工商階級，三種人

了。

最高級就是那些宗教家、婆羅門、僧侶；第二級、貴族、政治家、武士、軍人，

叫做剎帝利；第三級叫作吠舍，工商階級，即是自由人， free man自由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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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第四級、奴隸，那些人不是梵天生的，這些是賤種，賤種，何解會這樣？印度人

原來不是在印度的那些真正的印度人，真正的印度人是白種人，是波斯人來的，由伊

朗一路進入印度，印度那些黑人是土人，那些土人又矮細，又黑黑的，那個樣子就像

那天在什麼地方？浴佛節那天，那個錫蘭和尚那樣的形格的，那些土人黑黑的，如果

是真正的印度貴族、婆羅門是很高大，白，雖然是白，但也不是很白，即是現在那些

黑人，那些馬來亞人來了加拿大住了兩代的那些差不多樣子，你說他是白種又不是

白，你說他黑種他也不是黑，那一類，就是那樣的人，這樣，那些被征服的黑人，就

說他們是賤種，不准同在一齊坐，不能與他們婚姻，不能與他們一齊吃，連對答他們

也不與你對答的，說他們是賤種，是這樣的。隨便那些每一個印度婆羅門，剎帝利，

那些是征服階級，統治階級，那些土人是被征服階級，就要做奴隸的，這樣就分成了

四個階級。

那些人全部是文盲來的，那些奴隸。前三種階級是有智慧的，那班人很空閒，那

些婆羅門常常夜觀天象，講的都是理論，因為生活悠遊嘛！你們這些人又送東西給他

們吃，又不需要耕種，所以他們有空就想了很多問題，想問題就意見不一，就自己，

雖然意見不一，但他始終認為我們婆羅門階級是由梵天生出來的，由梵天的口生出來

的，我們是最高級的，那些皇族的人都要聽我的話，我就是王者之師。這樣，控制了

所有思想，但思想控制到極都是有不同的意見的，所以最初大概距離現在四千五百年

前，耶穌出世都未夠二千年，四千五百年前，佛出世都是二千五百幾年而已，四千五

百年前，已經有了一本世界上最古的經典出現，這本經典就叫做，不是讀 veda的，

《 gvedaṛ 》，譯做什麼？譯音叫做梨俱，《 gvedaṛ 》，這個 veda譯做《吠陀》

了，有人譯做《韋陀》，不是那個韋馱菩薩的韋馱，《 gvedaṛ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經典，是印度最古的。《 gvedaṛ 》裡面有什麼？梵即是我，那些婆羅門怎樣產生宇

宙？全部的思想都具備了，所以現在有些西人研究就說，你們佛教的思想其實在

《 gvedaṛ 》裏面一早已經具備雛形了，這樣，這個《 gvedaṛ 》是婆羅門寫出來的，

但他不說是他寫的，他說是甚麼？他說是梵王 br hmanā ，後來即是大梵天王，是大

梵天王的口講出來的，《 gvedaṛ 》句句都是梵王講出來的，所以它是最高的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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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根據這本聖典，有空閒就用來修行，這樣，這本聖典裏邊差不多都是很豐富

的，如果你懂英文，英文過得去，只要你有考到中學畢業，大學預科差不多的程度你

就看得懂了，買一本《 gvedaṛ 》看，有得賣，我見過。

講 veda的，有得賣，多倫多舊書局一定有，有了《 gvedaṛ 》之後，一路漸漸

地，漸漸的再有三個 veda出現，將這本《 gvedaṛ 》一路一路擴大、分支，其他的三

個是不緊要的，最緊要就是《 gvedaṛ 》，由於有《 gvedaṛ 》，那些人拿它來做經典

了，將它來念，就等於現在那些人唸佛經對著天，對著佛像來到唸經，學它的。對著

那個梵天，拿那部《 gvedaṛ 》來唸經，它是詩來的、唱的，即是現在那些人喃嘸地

對著佛，就像那些婆羅門念《 gvedaṛ 》一路傳過來，到差不多時間，那些婆羅門就

唯我獨尊，那些婆羅門；大的婆羅門就最有權，漸漸那些人就不服他了，就有種種不

同的思想了，有些人就不聽他講，就走去山林裏邊修行，不理你，我去山林，我自己

修行。你是婆羅門的兒子，我一樣是婆羅門的兒子，我不需要聽你的話，我自己去修

行。就走去森林裡面去修行，於是就產生了，《 gvedaṛ 》之後就產生了一本書的出

現，叫做《森林書》( ra yaka)ā ṇ ，你們聽一下也好，聽過之後，你就不要執著，我佛

教裏邊那些就高到極了！很多是長期由婆羅門那邊傳過來的，「我即梵」，「一切眾

生皆有佛性」這句話不就是從「我即梵」演變而來？有一本，於是有一本叫做《森林

書》出現，並不只一本，裡邊是一篇二篇散文的把它合篇起來，叫做《森林書》。

最初就有《梨俱吠陀》《 gvedaṛ 》，後來漸漸人們在森林裡面修行，有空就入

定、冥想。為什麼要入定？他們在定中的meditation，用一種冥想的方法，就與那

個 br hmanā ，那個梵天聯繫，這種思想就是在森林裡面修行與梵天聯繫的這種思

想，就變成後來的什麼？密宗，密宗在修法，我修觀音法和觀音相應，我修大日如來

法就與大日如來相應，這種方式起源於什麼？那班婆羅門在森林裡面修行，這個人除

了靜坐，一切的打坐就是這樣來的，除了這樣之外，於是就教徒弟了，將那些口訣；

將那些詩用來教徒弟了，就像那些武功師父講幾句口訣，教給徒弟，好像那些人教八

段錦，怎樣？「兩手擎天理三焦」，什麼的那一類，整這些東西就傳給徒弟，徒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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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徒孫，後人將它來集合起來，就叫做《森林書》了，有《 gvedaṛ 》就產生《森

林書》了，梵文叫做 ra yakaā ṇ ， ra yakaā ṇ ， ra yaā ṇ 即是什麼？阿蘭若，現在的佛寺

叫做阿蘭若，蘭若在梵文叫做 ra yaā ṇ ， ra yaā ṇ 中國人就把它譯成蘭若，將人家那個

ā音略了去，阿蘭若才對嘛！他們蘭若就算了。有些人就把它加回去，教做阿蘭

若， ra yaā ṇ 。

這本《森林書》叫做 ra yakaā ṇ 即是叫做蘭若書，在森林裡邊傳受徒弟的，傳授

徒弟卻沒有筆，也沒有東西寫，又沒有紙，用口訣來傳，師父就教徒弟，徒弟就念熟

它，念熟它就教徒孫，後來佛教，佛陀去世後，那些佛經怎麼怎麼辦，用口誦。原來

那些《森林書》也是靠口念的《森林書》， ra yakaā ṇ ， ra yakaā ṇ 是婆羅門教的神學

書來的，講神學的。 ra yakaā ṇ 一路經過，大概《 gvedaṛ 》之後經過一千幾百年之後

就產生 ra yakaā ṇ 了。 ra yakaā ṇ 經過幾百年之後，一有了 ra yakaā ṇ 這些書之後，那

些人的思想就漸漸打開了，打開之後問題就多了，就研究這樣又研究那樣了，於是，

有些高級的弟子跟隨那些高級的老師，也是在樹林裡邊的，在樹林裏面有些是秘密傳

授的，就是弟子之中有兩種，一種是整日緊貼著老師的，在他的側邊，他講的東西不

講給我們這些人聽的，你外面的人還沒有資格聽，只是這些高級的弟子整天跟著老師

的，那些才有資格聽，那班人又叫做貼身弟子，那些貼身弟子將老師講的話，那些語

錄記下來，好像什麼？好像阿難跟著釋迦牟尼佛那樣，他將他的東西記下來又成為一

種書。

那種書叫做《奧義書》，現在西洋人就說我們佛教思想是從《奧義書》直接產生

的，《奧義書》叫做 Upani adṣ ，Upani adṣ ，鄔波尼煞陀，Upani adṣ 譯就譯做《奧

義書》，又有人叫做什麼？《近侍書》，那些親近侍奉老師的記錄，將老師的說話記

錄下來，又有人譯做《秘書》，不是 secretary，你可以 secret book 就可以，這個

秘書不是 secretary ，是秘密的書，是老師秘密傳授的，普通的現在中國文，大陸有

三本《奧義書》出版，一本是這麼厚的，徐澄梵譯的，一本是不厚不薄的，又有一本

選譯的，一共有三本，不過你們在加拿大這樣的文化背景，你們是買不到這類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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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去香港吧，香港有得賣。《奧義書》。《奧義書》是不是像一本書那樣？不是

的。《奧義書》有百幾種，你就親近一個大老師，你就造一種，他親近那個大老師，

他就將他老師的東西記下來，總共現在世界上有的《奧義書》，大約有一百一十種至

一百五十種之多，大概其中可能有半數是假的，記住，印度人專門做假經的，《奧義

書》都已經有一半數是假的了，後人造的。這樣，大概大家公認至少有四十八、九種

是真的，夠了。

現在那些西洋人將它來譯出來就選擇那些真的，大家都認定他是真的就譯出來，

譯出來，你們，你去，你們想找英文版的 Upani adṣ 有得賣，你有三十幾四十元在

口袋裏，你就去那間叫做什麼書局？叫做甚麼？多倫多 Eaton 附近有一間，世界上

甚麼最大的什麼書局，去 Eaton 斜對面那間很大的，沒有樓的那間書店，叫做 Coles

是嗎？叫做甚麼？那間書店就有得賣了。Upani adṣ 大概就是這麼上下，因為我記得

他的梵文音，Upani adṣ ，譯做《秘書》。它 Upani adṣ 真的都有四十八、九種，而

且各人的老師不同，於是就很多矛盾的地方。很多矛盾的地方，因為這樣互相矛盾，

變成了很容易漸漸地你一派他一派，兩派碰頭就大家爭論，就辯論了，但是怎樣辯都

仍然是婆羅門教的，正統的，漸漸地婆羅門教裏面自己起紛爭了，有些人越講就越

遠，離題離得遠，於是就脫離了它的正統，就產生六派哲學出來，六大派出來，由婆

羅門正統直接產生的就產生了六派，六派，現在所謂印度的六派哲學，印度的正統的

由婆羅門產生的，由《奧義書》產生出來的有六派哲學，這六派哲學就每一派都爭

論，爭論到印度人古代是很文明的，大家辯論，我與你辯論，找幾個有學問的做公證

人，我現與你辯論，你如果講輸了你以後一生人也不准去講自己的觀點，有條件的，

如果你說我不服氣，那你就去自殺，世界上可以沒有你也行的，或者你割了舌頭，這

樣的，如果輸了就這樣。

所以去辯論是要很小心的，於是產生了一種學問了，怎樣才能夠辯論取勝呢？於

是就說，對了，你想要辯論取勝，首先你要頭腦要清楚，頭腦要清楚，你首先就要你

的知識很正確。好了，問題跟住又來了，我們成整天顧著辯論，整天研究學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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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首先研究什麼？第一是如何獲得正確的知識？如何獲得正確的知識？第二、辯

論的時候如何戰，如何取勝？於是答案就這樣了，你想獲得正確的知識，你就首先要

怎樣？種種學問都要明白他的理由，明白它的原因，明白它的理由，如果連理由你都

不明白，你的知識怎樣可以叫做正確？所以最緊要瞭解那個理由，這個理由叫做

「因」了，明白嗎？「因」。還有，你想辯論而又取勝，最緊要你要在辯論的時候能

夠舉出正確的理由，舉理由出來，舉出了正確的理由，那敵人沒有辦法不服你，這又

是最緊要「因」，於是，那六派正統的哲學之中，就有一派叫做 Ny yaā ，(正理派)」

印度的梵文是這樣的，Ny yaā ，譯做尼耶也派 Ny yaā ，印度六派哲學。

四個都是得到他一部分的學問，其他都不提了，學世親的東西，第一個是正統

的，甚麼都是跟著世親走的，叫做安慧菩薩，講唯識的，但他所講的那一派唯識與我

們中國人所講的那一套不同，是與西藏人所講的那套唯識一樣，叫做安慧菩薩；第二

個叫做陳那，這位是我們中國人所講的唯識，也是講唯識的，叫做陳那，陳那，我先

講完第三個，第三個叫做解脫軍，專門講般若的，現在那些西藏人學的那套般若就是

靠那本《現觀莊嚴論》，是解脫軍一路傳下來的，第四個就叫做德光，德光這個人是

很奇怪的，初時就跟，初時就跟世親菩薩學大乘，到了他晚年的時候，大概是世親死

了之後，他嫌大乘一味理論多多不夠實際，都是修小乘好，小乘之中，尤其是大乘的

那些戒律太寬了，菩薩戒太寬了，小乘的戒律才夠嚴格，都是要修小乘，尤其是戒

律，就捨棄大乘走回去修小乘，這位德光。寫了本叫做《戒經》的書，現在西藏的那

些和尚講《戒經》全部是依據德光的，中國人反而沒有怎樣傳到進來，總之是一個戒

律家來的。

世親有四大弟子，一個講唯識，兩個講唯識，第三個講般若、講空，第四個講戒

律。四大弟子。四大弟子之中有一個叫做陳那，陳那菩薩。他就將在外面佛教所學

的；古代在外面的，婆羅門，尼耶也派的那套因明將它來改革，由五段論式改為三段

論式，這個是真正的佛教邏輯了，不過仍然是因明，陳那一個人前段就寫了一本最重

要的著作，就叫做《因明正理門論》，即是因明，講因明的，但是正理之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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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兩個字即是邏輯那樣解，邏輯之門。這本是注重辯論的，這套書是早年的作品。

唐三藏去印度留學回來就譯了，現在中國存有，不過這本書很難讀，是好東西，但很

難讀。到了他晚年的時候，他又寫了一套，叫做《集量論》，「集」者即是集合，那

個「集」這樣解 collection，集合，量，「量」者就是什麼呢？knowledge，知

識，集合知識，即時說它什麼？如何獲得正確的知識，即是目的不在乎辯論了，而在

乎獲得正確的知識，是他晚年的，這樣就是純粹的邏輯了，不只純粹邏輯，而且連西

方的那些所謂認識論、知識論都包括了，是知識論及邏輯，《集量論》。這樣，一造

了那套《集量論》之後，他就不再作了，不再寫作，最偉大的這套書，佛教邏輯中最

偉大的這套書。

講到《集量論》，我就講一件事給你們知，一個俄國人，二十世紀裏面研究因明

最權威的，不是中國人，你不要以為是中國人，中國人都不讀書的，那些中國的佛教

徒，是俄國人，俄國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叫做 Stcherbatsky (F.Th.Stcherbatsky)，現

在有他那套書出版了，有他那套書，你去圖書館，我見過佛學會裏面有一套

《Buddhist Logic》，兩厚冊的，用英文本，它三種文字的，英文、德文、俄文，他

一個人識得三種文字，他寫了一套《佛教邏輯》，用三種文字來出版的，他就這樣

說：那玄奘法師真的很偉大，譯這麼多書，首先就介紹了因明入來中國，他說：奇怪

的是，陳那的著作，晚年的著作，最重要的著作就是《集量論》了！《因明正理門

論》始終是辯論而已，不是陳那最重要的著作，何解玄奘法師翻譯《因明正理門

論》，反而不翻譯《集量論》呢？奇怪就在這裏，這個俄國人這樣說。我都覺得奇

怪，可能是這樣，《因明正理門論》是基本的書非翻譯不可，所以他先翻譯。但是都

玄奘法師晚年的時候，他集中精力翻譯《大般若經》，六百卷《大般若經》很辛苦

的，他打算做完《大般若經》然後才輪到做這些，可惜他七十幾歲就死了，七十一歲

就走了，他太勞苦了，未能輪到。

玄奘法師死了之後，有第二個三藏法師，有義淨法師，義淨法師留學回來，譯了

《集量論》。中國人，我又罵我們中國佛教徒，不要說我也是佛教徒，連自己也駡

了，你就不要怪我了，最怕是自己不 自己，不長進，中國佛教徒太過不長進。一本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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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淨法師的，譯得這麼好，除了玄奘法師的，就是他最好了，他譯了陳那的這麼重要

的著作《集量論》，義淨法師譯了出來，居然丟失了去，沒有在現在藏經裏面，失掉

了。你說是不是中國人不長進？那些這麼重要的邏輯的書，沒有了，中國佛教徒沒有

保存，失了。

善清淨慧，「如是」，就是這樣了，這樣一來，他說：「善清淨慧啊！勝義諦

相」，即是勝義諦這個真如的，「相」即是性質，「不可施設」，這「施設」兩個

字，你看佛經看到「施設」兩個字，你譯做中文，你譯做「說」，「不可施設」即是

不可說，不可說為什麼？不可說為與諸行的相，「與諸行」即是現象界，現象界的那

些東西的性質，諸行的相到底是「一相」還是「異相」，以一種的情形，即同一樣的

抑或是不同的？「一相」即是 same，same，異相就是 difference，不同，到底是

「一」還是「異」呢？不可說的，不可說為一，不可說為異，因為說「一」又有錯，

說「異」又有錯，即是離開名言，那個「異」字當「離」字解，所以現在那些人離婚

叫做離異，這個，這個就是叫做雙刀法了，上文講的就叫做雙刀法了，你說「一」，

就會這樣、這樣、這樣錯，你說異，又會那樣、那樣、那樣錯，說「一」不對，說

「異」也不對，這種叫做，用俗語就叫做雙刀法了，如果用正式術語就叫做「兩難

法」，專門用來質問的，問到你不通，你自然就要服，兩難法。龍樹菩薩最拿手，跟

住就是彌勒菩薩，其實都是《解深密經》。你們如果與人辯論，不妨用雙刀法，那些

不熟的很容易被你搞到頭暈眼花的，用雙刀法。

好了，不可說它是一或者異，歸結了，下面結論了。戊二：「善清淨慧！我於如

是微細極微細，甚深極甚深，難通達極難通達，超過諸法一異性相勝義諦相，現正等

覺；現等覺已，為他宣說、顯示、開解、施設、照了。」他說：善清淨慧，他說我，

這個釋迦自己說，我，即是釋迦牟尼，我對於，對於甚麼？「如是」即是這些，對於

這些，這些什麼？這些，這些，跳了兩句「超過諸法一異性相(的)勝義諦相」明白了

嗎？這些什麼的「勝義諦相」？是「超過諸法的一異性相」，是超過了你說它與現象

界的「一」抑或「異」，是「一」性抑或「異」性的那種的勝義諦相，超過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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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種勝義諦相是什麼？「微細極微細」，因為印度人寫文章，最喜歡用誇大的語

氣，微細他都還不夠，再加了一個「極微細」，印度人講話很誇大的，你看與那些印

度人講話，問他幾多，他說多多，多多一路那樣的，印度人很長氣的，那些印度人都

是這樣的品性，「微細極微細，」「甚深又極甚深，」「難通達又極難通達，」這三

個我在上文都解了，這個這樣的，然後又超過了與諸行「一」性「異」性的，一性的

相和異性的相的這個勝義諦相，他說：我對於這個「勝義諦相」又怎樣？「現正等

覺」，現前、現在，能夠得到正正確確的、圓滿的，這個「等」就是圓滿，圓滿的、

周遍的，這個「等」字，那意思即是英文的 complete的覺悟，現等覺，我現前得

到「等」的覺之後，我還怎樣？還「為他宣說」，對別人說，教別人。「為他宣

說」，「顯示、開解」，把勝義諦的道理顯現給你知道，揭露給你知道，打開給你知

道，解釋給你知道，「施設、照了」，「施設」者講，用語言來講給你聽，講到你

「照了」，能夠清清楚楚地明白，這樣就講完了。

這個勝義諦與諸行不是一性不是異性，這段講完了。每講完了，他就用一首偈，

偈頌了。用兩個四句偈，梵文就好像四句一首詩一樣，就叫做一個四句偈，又叫做一

個伽陀，一句偈，一句偈就四句，它這裏就兩首偈合起來，「爾時世尊」，「爾時」

即是那時，到了他的那個時候，世尊，釋迦「世尊欲重宣此義」，他想重新把上文所

講的勝義諦和諸行是離開一相、異相的這種道理再重新宣佈，「而說頌曰：」就講了

偈頌這樣說，那偈頌怎樣？「行界勝義相，離一異性相；」一句。「行」就是現象，

「行界」即是現象界，英文 phenomena，phenomena與勝義相，勝義相即是

reality，真如勝義。如果是婆羅門教，他們這個「行界」是甚麼？他們說是由這個勝

義幻變出來的。佛家說不是，所謂勝義諦就是這個現象界的 phenomena的實質而

已，兩樣東西同時並存的，一個是「體」，一個是「用」，並不是先有「體」再有

「用」的。「行界」即是現象界，與這個真如勝義的那個勝義相，記著，「勝義相」

在禪宗叫做佛性，在《維摩經》叫做「不二法門」，在華嚴宗、在唯識宗的別處叫做

「真如」，又叫做「勝義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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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行界與勝義相與勝義諦的相，「行界」的「相」與「勝義諦」的「相」，行

界與勝義諦的相就是「離一、異性相」的，是離開了你說它是「一」或者你說它是

「異」，說它是「一性」、「異性」的相狀都是離開的，非不是一相，即是勝義諦與

諸行，與現象界不是「一相」亦不是「異相」。明不明白？但是世人有些說它是

「一」，有些是說它是「異」的，所以他批評那些世人了，「若分別一異，彼非如理

行」了。這個「行」(音幸)字歡喜讀「行」(音恆)也可以的。「若分別一異」，如果

有一個人他不夠聰明，他起分別，這個分別是當思維、思想，起一種什麼？說勝義諦

與諸行是「一」或者「異」，或者他說勝義諦與諸行是異的、是離開的，他說：如果

有人這樣，說它是「一」或者說它是「異」，這兩種人「彼非如理行」了。他如果這

樣去修止觀，修觀行，這個「行」者，即是「觀行」，他就不是一種合理的觀行了，

他這樣修法，如果他入觀的時候，如果他說勝義諦與諸行是一，如果這樣觀，他就走

錯路了。如果勝義諦與諸行是異，他又走錯路了。要怎樣？「一」與「異」都排除，

非一非異。

即是等於你說，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麼？你這些問題如果你識用兩難法，最好

用雙刀法，用兩難法，父母未生我以前，不外兩個情形，一樣，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

有的；另外一個就是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沒有的，有沒有第三個？父母未生你江漢林

之前，你江漢林有沒有？不外第一個答案是有，第二個答案是無，兩難了，雙刀法來

對待你了。如果你說有，你說有，在哪裡？怎樣的？圓的還是扁的？高的還是矮的？

如果你說有，他在這裏再用雙刀了，有就一定有形了，有形還是無形呢？有形，他又

再用雙刀來，有形是高還是矮呢？是肥還是瘦呢？是人那樣還是非人那樣呢？一路用

雙刀問？問到你口都啞了，你的結論就怎麼樣？你要知道，父母未生我之前，如果你

是有的，你是錯的，你錯了！是，不對了，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沒有的，那樣有就不

對了。如果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沒有的，如果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無的，那個我都

沒有，你問我父母未生我之前，問來做什麼？那豈不是你的問法錯？是嗎？你又叫我

參？你在糊弄我嗎？你就錯了！是嗎？如果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沒有的，那為什麼我

現在又有呢？豈不是從無變為有？那又怎麼講得通呢？問題又來了，又用雙刀法了，

無可不可以變有呢？一定是有才能變有嗎？如果無可以變有，你口袋裡是零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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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的，可以變成有很多錢了！但事實上，世界上的事零怎會變得一？不會變得到的，

零不會變成一了，父母未生我之前，那個我是零，現在又有這個這樣？非零，不是

零，那又如何通呢？

可見，如果你說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無的，一樣是講不通，即是說有不通，無

亦不通，換言之，說父母未生我之前，連問這句話都不通！為什麼？因為一切語言皆

是虛妄，想到說有與無都是虛妄。撇除它，離言的。是嗎？這樣用雙刀法，凡是參禪

最好用雙刀法，與人辯論，人家不懂你這套東西的時候，被你兩下手勢就把他壓下

了，不會用雙刀法然後才用因明了，若分別，如果起分別心說它是「一」或「異」，

就「彼非如理」了，如果這樣子修觀，修行，這個「修行」者，或者是修觀行即是修

止觀，如果你修止觀即是參，這樣參，參這句話是「一」是「異」，即「非如理」的

「行」了，這樣就不對了。這樣本來講完了，他去勸人，然則什麼叫「如理行」？要

觀它非一非異了，不觀行不行？不觀又不行的，何解？不修觀是不能的，不修觀不能

見道的。你說：我念佛不就行了嗎？念佛不等於修觀，念佛能不能見道？嚴格來說你

今世唸佛，你今世是不會見道的，要怎樣？你生到極樂世界，你去那邊見吧，去到那

邊你都要重新再學的，不過在這裏你不學那樣解，一樣的。淨唸佛也行，但是不是在

這裏見道，要去那邊見，如果你念佛而兼修止觀，能夠大開大悟，你就見了道才去

了，是嗎？這樣未見道就去，生就生在「化土」，見了道才去，生就生在「報土」。

所不同的就是如此。

所以修止觀是最緊要的，修觀行。這樣下面他就勉勵人們修止觀：「眾生為相

縛，及為 重縛；要勤修止觀，爾乃得解脫。」他說我們的眾生被「相縛」，那天我麁

講過「相縛」了，當我們想一件東西時，馬上就有個相在那裡了，是嗎？譬如說我想

「人」那樣，那樣我的腦內馬上就出現了一個人的 image了，是嗎？有一個「人」

這樣的 concept，有這樣的影子了。譬如我說佛，想佛就好了，當你說佛，馬上就有

了一個「佛」的 image 了，就是說搞來搞去，你們都是整日被那些 image 遮住

你，你就好像一個囚犯那樣，碰這面不通，碰那裏也不通，總是碰不出你這個牢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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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監獄，是嗎？束縛住，被束縛住，那些相者， image，影子，整日被那些影子

遮蔽了你，打破了那些影子就行了，見道了。打破影子，沒有影子的，凡是我們的思

想，我們的意識必定有影子的，只有一種沒有，見道的時候就無影子，沒有影子，一

無所見，但沒有東西？又不是無，非有非無，那時就直接把捉到，直接地 catch 到

那個勝義諦了，那個無形無相的勝義諦。那時就沒有相縛了，見道的時候就沒有相縛

了。

眾生被兩種東西束縛，第一種、被相縛，被那種 image束縛住你，不能夠脫

離。第二種、「及為 重縛」， 重是什麼？煩惱的種子，生生世世因果循環，裏面麁 麁

不知有多少貪、瞋、癡的煩惱，那些煩惱，那些煩惱一起了之後馬上將那個煩惱的影

子，那個勢力，打入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我們那個阿賴耶識就像一部個無形的

computer 那樣，電腦那樣，你起一點貪心，你的貪心就即刻打了進去成為一個資

料，電腦裡面的資料，一有機會，這個資料就即刻跳出來，一跳出來變成了什麼？貪

心。你發一發脾氣，只是很少，一發脾氣，這個發脾氣的影子就即刻打了進去「阿賴

耶識」裏面，成為種子，種子就像一個無形電腦的資料，一有機會，種子就好像一粒

穀種變了一棵禾那樣，種子是譬喻。Seed，現行出來的現象就是 fruit，果，由現行

產生果，一有機緣種子就產生果。

這樣，這些種子，在「第八識」裏面含有什麼？含有你生天的時候天上的種子，

亦含有你去極樂世界過活的時候極樂世界的種子，亦有你將來成佛之後怎樣說法的種

子。但是你也不要忘記你也有地獄的種子，有做畜生的種子，有做餓鬼的種子，你的

「阿賴耶識」裡面什麼種子都有，如果是會成佛的種子。修行的種子這些就好了，這

些就不會 重，不會令到你累贅，但是那些貪、瞋、癡、地獄、餓鬼那些種子，就不麁

是微妙的，所以就叫做「 」了。不是美妙就叫做「 」，整天累贅著，累死你，令麁 麁

到你不能夠〔升〕，令到你沉底，令到你不能夠見道，令到你不能夠逍遙自在的，重

了。這種 重就是指那些煩惱的種子，成日被那些 重的種子縛住，你想做事，你想麁 麁

修行了，我現在發菩提心去修行，是呀，發那時就好了，發完心後，第二日你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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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那些煩惱種子就起了，忽然間起了：豈有此理！我今日買條油炸鬼，那個人俾

我一條隔夜的給我！那些 重你就馬上起了，為什麼？你的 重種子未除去。這樣就麁 麁

搞亂了你，是嗎？

本來你很好的，忽然間那些愚癡一起，你在好好地看經，忽然間又總是不明白

的，不明白是一種什麼？不明白是一種煩惱來的，不明白就叫做「癡」，你就一世都

看不明白，那就弊了。這些 重整天累贅死你，煩惱種子就叫做 重。第二是被 重麁 麁 麁

縛，相縛縛住你，你就不能夠見道， 重縛縛住你，你就不能夠成佛，不能夠得大菩麁

提。 重縛。這樣如果有這兩種縛，是不得了的，一定要生死輪迴的，要怎樣？提出麁

來一個辦法，「要勤修止觀，爾乃得解脫。」「要」，你一定要勤力些去修止觀，

「止」就是定，禪定；「觀」就是在禪定裏面作觀想。大家你們有沒有人看過那個什

麼？大手印，白教的大手印，大手印是四級瑜伽的，是嗎？第一級叫做專注瑜伽，即

是什麼？concentration 集中精神，第二級就是什麼？無異瑜伽，無動瑜伽，是嗎？

那些是「觀」了，觀什麼？觀勝義諦與諸行非一非異，一又不對異又不對，他就這樣

想，一又這樣錯，不對；異又這樣錯，不對，你說一或異都不對，這個結論是怎樣？

凡有所說都是不對，你說「不說」這句話都是不對，那時你就，凡事有個概念，有個

影子的都不對，這個時候就撇了，勝義諦離開一、異性相，把心安然在這裡，安然在

這裏的時候，你就會心很靜，你就會覺得怎樣？

我介紹一下給你們自己，修禪定的人去認識，我們平時很多貪、嗔、癡忽然間就

起，忽然間就滅，任你怎樣，你稍為靜靜地自己，自己反觀自己一下，整日好像有些

什麼？好像那些水波裏面那樣，那些煩惱就好像忽然間又起了，起了一陣就落，落了

一陣又起，你覺不覺得？是這樣嗎？這種情形就覺得很不乾淨的，當你觀的時候，你

在想：這些東西都是空的，甚麼都是幻的，那些都是多生以來的積習，而且是粗重

的，我們 現在只要已經起了的，我們沒有辦法了，只有慢慢減弱它，未起的我們就説

不要給它起了，要令我們的心控制到清清淨淨才可以了，當你控制一下的時候，你再

想想，再看看，你就覺得你的心好像是一片清涼，一片乾淨那樣，不會很久的，一陣

就好像又邋遢了，這樣，漸漸地你會時間長些，漸漸這種境界會長些，漸漸地又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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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漸漸的你入定十五至二十分鐘都可以保持著這樣的。保持到這樣，然後又再將

它，將那些 image又撇除多些，漸漸地你就見道了。

未見道之前你可以做到，你們座上這麼多人，個個都可以做到，令到你們的心好

像得到一片清淨那樣，維持得多久，那是閣下的事了，我教你，我也沒有辦法教你

的，你亦沒有辦法，除非你真的是多次磨練，你會覺得好像一片清涼，一片清淨那樣

的，很短時間，你修行，修養得好，你可以維持到三幾分鐘都可以，你回去試試，你

未試過？你回家去試試，維持得久就好了，時間愈長愈好，修止觀就是這樣，止完就

觀，觀完又止。那怎樣？止到差不多時間了，心很清淨了，你就留在那裏了，留在那

裏，忽然間一會又起濁了，又起了，起的時候就怎樣？stop它，用止，止不行就

觀，止完就觀，觀完就止，都是手段來的。到最後是怎樣？止觀都撇除了它，你讀瑜

伽到最後是「無修瑜伽」，是嗎？最初是「專注瑜伽」，就是 concentration，其餘

的那些就是「觀」了，真正的meditation了，觀想了。這樣觀想，「無異瑜伽」，

一切法是無異的，撇了那些煩惱了。不止這樣，「無動瑜伽」。動與不動都是無異

的，「無異瑜伽」。到了最後，我現在修瑜伽了！都是不對，你說有得修也是不對，

連「修」都是無的，「無修」就得了？「無修」都是無！全部撇清它。叫做什麼？

「無修瑜伽」是不是「無修瑜伽」？「修」都沒有的，不是說不修，「無修瑜伽」，

那時候就會見道了。

所以我介紹給你們是不會錯的，這個大手印照著它修可以見道的，就這樣了。他

說：「要勤修止觀」。止觀你就這樣的，現在學佛的人有這種執著，天台宗的人說天

台宗才是修止觀，其他的人就不修止觀的，是我這宗才修止觀，這是荒謬至極，這本

書，天台宗的人那些人都不講《解深密經》的。其實唯識兩個字就叫做瑜伽

派，Yog c raā ā ，唯識宗的梵文名，Yogā就是止觀那樣解，唯識宗是以修止觀著名

的！你又說唯識宗有很多人不修？不修是那班人不修而已！唯識宗就是以修止觀著名

的，這樣可見修止觀的正宗是唯識宗才是。但除了唯識宗還有些是正宗的，空宗的修

止觀你以為他不行嗎？一樣是正宗的！但唯識宗人又不是這樣說，我才是正宗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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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才是彌勒菩薩一路傳下來的，天台宗又說它們才行，而這些講唯識的又說人家一

點都不行，令到那些學佛的人都不知道聽誰的說話才好，現在真是這樣，到底聽誰的

話？現在你看得少少的，這些問題就還很小，再看多些書你問題更多，好了，就這樣

了。

天台宗與唯識宗是那樣，空宗的人又說我們也修止觀的，龍猛菩薩一路積存下去

的，乾淨俐落的，你們唯識宗的那些拖泥帶水多多事，多多概念，麻煩！雖然很好，

但麻煩。天台宗的更不行，空宗就是這樣了，它也是唯我獨尊。好了，到了禪宗，又

說我要「參」，都不用語言文字的，參破了就行了。另外那些人也說，有幾多個人破

了？你破了沒有？也是難講的。其實參禪也是止觀，參就是觀，亦是止觀。搞來搞去

都是止觀，即是鬧來鬧去，你罵我的止觀，我 你的止觀。密宗怎樣？密宗修法就是駡

止觀，條十八道就是止觀了，密宗也是止觀。小乘人修什麼？小乘人修四念住、四正

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統統都是止觀。所以凡佛門各界，只有

學佛，學什麼？只有學淨土宗，念阿彌陀佛那些，不用修止觀也可以，但是不用修止

觀都可以就只是普遍這樣講而已，嚴格講也不是的，念佛就不是止嗎？念阿彌陀佛就

是止了，都是止觀來的。不過他那些止觀是念佛的止觀，不是你們那些觀空、觀唯識

那種止觀，不是你們禪宗去參的那些止觀，它是念著阿彌陀佛的止觀，一樣是止觀。

好了，現在得到結論，不論何宗、何派，你想證果、想見道，必需要修止觀。結

論：如果你違反這句話的，你的前途是沒有希望的，除非你不學佛。所以看這兩句：

「要勤修止觀，爾乃得解脫。」「爾」字就是然後，然後，即是這樣，這樣才能夠，

即是這個「爾」字就等於是英文的 then，然後才得到解脫，解脫什麼？解脫這個

「相縛」與「 重縛」，「相縛」與「 重縛」都全部解脫了，大則成佛，小則羅麁 麁

漢。這樣，以上就甲三。解了離開與諸行為「一」性抑或「異」性的這種情形了。以

後就講甲四，你說會不會慢了些？不用急的，我也不急，你們何須急？是嗎？學佛不

是一天的，學佛要三個無量劫，不是一世成功的。你最緊要回去看看，體味一下，記

住，我這樣教你，你自己要想想，有沒有道理，想一想，就不要被人家牽著鼻子走。

你說：羅生，你這樣說，我就跟著你。我不贊成，你將我的說話來到檢討有沒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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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道理的那些你就去聽，難到我發脾氣 人的時候，你都照聽嗎？你要抉擇的駡

嘛！是嗎？一定要這樣。這樣，然後，下一次就講「遍一切一味相」了。

我現在先講個題目給你聽，「遍」者、無乎不在，「遍」；「一切」，即是一切

事事物物，一切事物裏面它都遍的，即是滲透的，滲透的，一切事物裏面都有它的，

「一味」，勝義諦是一味的，一種味道，不是說味道，「一味」的意思即是什麼？到

處的勝義諦都是一樣的，即是說什麼？佛的頭裏面的勝義諦，「遍」嘛！佛頭裏面又

有勝義諦，是嗎？狗糞裏面都有勝義諦的！「遍」嘛！如果說狗糞裏面沒有勝義諦

了，這樣就不是「遍」了！即是說，不只佛頭裏面有勝義諦，狗糞裏面也有勝義諦

的。好了，問題就這樣了，佛頭的勝義諦，與狗糞裏的勝義諦是不是一樣的？你說？

勝義諦是一樣，佛頭與狗糞就不是一樣。是嗎？佛頭與狗糞這些是諸行，是現象界；

勝義諦的那個 reality，是裏面那個的實質，佛頭與狗糞這個現象是絕對不同的，絕

對不同的，但是佛頭裏面的勝義諦即是狗糞裏面的勝義諦，是「一」的，明不明白？

都是同一個，明白了？

這樣所以即是說就「體」來講，即是就勝義諦來說是萬物一體的，就現象界即是

就「用」來說，就種種不同的，明白了嗎？就體質來說，冰即是水，就是水氣，是

嗎？就「用」來說，冰就可以擲得入痛的，氣就是幾乎摸不到的，水就滑溜溜的，怎

同呢？這是什麼？就「體」來說，就體質來說，即是就 substance來說是一樣的，

在用，在那個 phenomena來說，就種種不同了，好了，來到這裏，眾生與佛是不

是一樣的？你可以參，眾生和佛有什麼不同？同抑或不同？你可以參的，這個結論我

教你怎樣參了，這個結論應該是這樣就不會錯，眾生與佛，你說他是兩樣，錯，你說

他一樣也是錯，講就錯，用兩難法。你說一還是異嘛！或是一或者是異，如果這是

一，那就不用修行了，我就是佛了，眾生就是佛嘛！我現在不就是佛了？佛有神通我

就應該有神通，但是我沒有，這樣即是說眾生就不是等於佛了，那你說眾生與佛就是

「一」？錯！就不對了，那麼「異」呢？如果眾生是佛始終是異，是不同的，那眾生

怎會成佛？不是雞蛋可以孵出小雞的，難道種瓜會種出豆？「異」嘛！異都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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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所以眾生與佛你說他是異也不對，這樣就是一也不對，異也不對，就是雙刀法。

參的結果一定是用雙刀的，我講給你聽！現在的參你不要搞，人家說你多餘。

聽眾：6月 25日

羅公：就有個弟子整天跟著他〔玄奘〕一齊學的，這樣他翻譯了很多的書，有一次他

翻譯，翻譯了一本叫做《唯識論》的，《成唯識論》，他翻譯《成唯識論》的

時候，就請了四個弟子跟著他一齊，即是他不公開翻譯，四個弟子做助手，自

己在內部翻譯。這樣，其中一個就是窺基大師(632－682)，窺基大師這個人

很霸道的，他如果不出家他是公爵來的，他是尉遲恭「(585－658)的侄子，

尉遲恭是公爵來的，他的父親也是公爵，開國公，叫做尉遲宗，「尉遲紹

宗」。唐三藏利用政治的力量，硬要他出了家的，差不多他是代替唐太宗去出

家，所以他的勢力是很大的，人又很聰明，很驕傲，那些菩薩很多都有些傲氣

的，這樣，他幾個人一齊做幫手，幫唐三藏一齊翻譯《唯識論》。窺基就提

議，因為當時翻譯《唯識論》，所謂《唯識論》者，是以裏面的中心是什麼？

就是《唯識三十頌》，《唯識三十頌》「暑假」，在去年暑假的時候，是嗎？

那位覺岸就在這裏講過，這樣，那個《唯識三十頌》是一首簡單的歌訣而已，

詳細解釋它的那本論，在印度有十大家，十家，十位大菩薩解釋這個《唯識三

十頌》。

這樣，唐三藏將十本書都帶了回來，十本注釋本來是想逐本逐本來翻譯，窺基法

師，其他的人沒有意見，但是窺基法師他出聲，他說十本論，十家的注解，家家的見

解都不相同，甲有甲的解釋，乙有乙不同的解釋，那怎麼辦？後人如何依從？要智慧

很高然後才可以抉擇的，不如這樣，趁老師你，即是唐三藏還在世，以你的抉擇力，

將十家混合造一本，十本混合造一本，那一點解釋是以誰家最好，就取他的下來，其

次的就是其次，那些認為不好的你就不要了，就將它糅合成一本，這就叫做什麼？糅

合，讀「揉」又得，讀「扭」又得，這個字，扭成一本或者糅成一本，要將十本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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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糅合，糅合，扭合，隨你怎樣讀，一本，即是現在人們所謂叫做編譯了，不是直

譯了，編譯。他說：這樣好！對後人有益呀！於是唐三藏就說：那十本都是那些菩

薩、有很多還是聖人的著作，我如何可以將它來抉擇呢？就不夠膽刪，窺基就說這樣

嗎，你就和那幾位師兄譯吧！我退出了。因為我的主張是要合起一部，現在你逐本翻

譯，都不需要我了！你們每個師兄都可以做了！他要退出。

這樣，唐三藏見到他這樣，然後就說：好吧，好吧，糅合成一本吧。就幾個人

做，一開始做的時候，做了一兩天，窺基又提出了，我還是走了，讓給得那幾位師兄

就算了，若你要我幫手的話，你就叫他三個人走開，只是我與你兩個來做。他三個不

行的！他三個不行的！那三位是大師兄來的。要不就只是我與你做，要不是就全部讓

他們來做。

唐三藏有沒有辦法，他是要這樣，唐三藏很著重想他做翻譯，因為他這個人是有

來頭的，說他這個是地上菩薩托生的，那位道宣律師初時看不起他，他又飲酒又食

肉，又有女人跟著，所以看不起他，道宣律師(596-667)的戒律是最好的。誰知，他

也是怕道宣律師，有一次他經過終南山，道宣律師在終南山上面有個茅寮，他過去，

經過終南山就去探望道宣律師，誰知道去到之後，道宣律師就留他吃飯，他說一陣就

有人送飯來了，每天都有人送飯來給我吃的，送飯的是天人，送飯給他吃，誰知窺基

在那裏一路坐到正午都沒有人送飯給他吃，天天都有，就是那天沒有送。窺基想想：

肚子餓了，不如我還是先走了。窺基走了之後，那個道宣最初心想：一定是他的戒律

不好，坐在這裏，阻住了，那些天人都不來送飯了，窺基一走了下山，那些人就送飯

來了，每天都很好的飯菜送來。道宣問：何解現在已經過了時間，過了時間我都不能

吃了。你為何這麼遲才送來呢？〔天人說：〕你不知道了，剛才那位大乘菩薩在這

裏，有三十里的天兵圍繞，我們是天人，我們進不了來，要等他走了才能進來的。

道宣想：原來這個食葷和尚是這麼厲害的！這件事當然是神話，我們對神話不要

太相信，凡是佛經裡邊的那些神話我們不適宜太相信，本來學習我是直〔接〕學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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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的那一套東西的，我的那本書，在廣東只有我是直〔接〕學這一套東西的，但是

我對那些神話我都不太相信。可能是窺基的弟子自己替他師傅講好話，說我的師父怎

麼了不起而已，是嗎？這些話未必可靠。

所以講起來，窺基這個人就很霸道的，對人也看不起人，他這個人是這樣的，因

為他自己的家勢也很好。唐太宗指定，以前唐三藏時時要見唐太宗的，唐太宗說：你

以後有公事上來見我你不用自己來了，你叫窺基代表你來就行了，他就是代表唐三藏

去見唐太宗的。代表唐三藏去見唐太宗的，這個代表人是唐太宗指定的，你知道嗎？

所以他這個人是很了不起的，又聰明。他就要把那三位師兄都趕開，他說他們不行

的，要不是就讓我來，如果你認為他們可以的，你就讓他去譯，不用找我了。你要是

讓我翻譯，我就要請開那三位。結果唐三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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