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這個，還有一次是 30號，是嗎？下次講這個「述己所念」，明不明白？那

「三十七道支」，「三十七道品」，將來你講《俱舍論》就清楚了。

聽眾：1988年 7月 23日。

丁二，在未講丁二之前，上文是怎樣講的？上文舍利弗說，不是！不是舍利弗，

是善現，善現即是須菩提，他說，有一次他在山林裏面，在那個叢林裏面，見到一班

那些修行的那些比丘，大家聚集在那裏討論「勝義諦」是什麼一回事。

是怎樣的？於是那些比丘各有各人的看法了，有些只是初學，修習沒有多久的就

修「四念住」，修得有一些成就的，他就說他修「勝義諦」時所證到的那種境界，這

個就是「勝義諦」了，又有一些人的程度高一些的，他修「四正斷」，「四神足」，

這樣的，他就說他修「四正斷」、「四神足」那時的那種境界就是「勝義諦」了，有

一些人是再高級些的，修到「五根」、「五力」的，他又說，他修「五根」、「五

力」，修「五根」、「五力」的時候的那種境界就是「勝義諦」了；有一些人是真正

見道的，得「預流果」的，見道的時候就有「七覺支」，這樣他已經見道了，「七覺

支」都出現了，無漏的，無漏法來的，於是他又說他所見到的境界就是「勝義諦」

了。上文就是這樣，他說，這批人全部都是怎樣？未得的，還是有執著，執著他那種

境界，是嗎？以為，那些修「四念住」的人以為只有修「四念住」才見到四聖諦的，

修另外的就不能夠見到「勝義諦」，這樣執著法。即是等於現在的什麼？

有些人，修密宗的，以為修密宗所見到的那種境界才是「勝義諦」，其他的人，

你修禪宗、修唯識宗、修天台宗全部都不行，那些修禪宗的人又以為他修那種的境界

才是「勝義諦」，你們其他的人所講的通通不是！他說，他們這些人全部都是執著，

「有所得」，有所得即是有執著，何解有所執著？他說「勝義諦」是任何地方都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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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的，你修「四念住」，如果你修得成功，能夠擺脫一切那些名言概念，你所得到

的境界固然是「勝義諦」，你這個「勝義諦」即是那些修「四念住」的，「四神

足」、「五根」、「五力」，別人修的「勝義諦」即是你的那一個，只不過是你由這

個門入。就好像大家都是來多倫多，有些人從越南來，有些從台灣來，有些從大陸

來，你來處不同，但是大家的目的地都是來到一個多倫多，並不是你從大陸來就多了

一個大陸的多倫多，在越南來就有個越南的多倫多；無此事，是你們從不同的地方

來，多倫多只有一個。

你坐飛機來也是那個，坐船也是那個，坐遊艇來也是那個，聽不聽得明白？而且

那個「勝義諦」無處不在，只是一味，無兩味的。無兩種味道的。聽不聽得明白？這

樣，這個須菩提，即是善現就這樣批評。還有一些已經見了道的，修「八正道」他見

了道，他有「後得智」，「後得智」是修「八正道」的，以為一定要得到「後得

智」，修「八正道」時，那些境界才是「勝義諦」，又是有執著了。即是個個都有執

著，他這班人即是個個都不對，是嗎？這樣，來到這裏，已經講到這裏了，是嗎？

好了，來到這裏你有兩件事需要注意的，第一，見道的時候就是「七覺支」，記

住「七覺支」，七種一齊在定中，第四禪裏面，七種，在心裏，精神上有七種力量一

齊出現，好像看電影的七彩套色那樣，一齊套出去，這樣見道的，那「七覺支」的七

種，我上一次提醒了你們看，第一種就是「擇法覺支」，即是無漏的智慧，第二種是

「精進覺支」，那種勤奮；第三種「喜覺支」，很有歡喜心的當時，第四種是「輕安

覺支」，全身都輕安充滿的，第五種是「念覺支」，一念當前清清楚楚的，不是好像

吃了安眠藥的那樣，「定覺支」的精神是很集中的，定就是 concentrate，如果用作

名詞就是 concentration，「捨覺支」，那個心好像一片清淨那樣不傾動的，這樣

「七支」，七種心理作用一齊跳出去，「七支」都是叫做心所，心的作用，如果有人

說：我都見道了，你就去考一考他，問他見道的時候是怎樣的？麻煩你告訴我，他的

答覆我可以代他答，見道的情況怎講得出來？那這個人他一定不是見道，何解？現

在，凡是「勝義諦」就講不出，講不出的你講不出，有些是講得出的，全部講不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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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不懂，是嗎？很多人是這樣騙人的，是嗎？美國就最多這種人，多倫多少一些，

都有的。

不過美國就最多，我有兩個朋友都在那裏騙人，不過我無謂打別人的飯碗。有男

的有女的，數起上來有三個，騙人的個個都發達，賺了很多美金，一個是比丘尼，中

文大學的學士，一列的一間，金字，你們去到New York就見到，你總之會行車或者

怎樣見到，那間大個黑色的金字招牌的一間，我只是講這麼多給你們聽，是我的學

生，她的資歷是真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正式的學士，這是一個。還有一個是密宗的法

師，搞搞震，捐了不知幾多錢在那裡，一個。

還有一個是居士，請一班法師，在那裡控制那些法師，利用那些法師，他因為是

居士，沒有人捐錢給他，沒有人信他的，他就請了一些法師在那裏，等那些人來捐

錢，捐錢給那間，找個法師在那裡別人來叩頭、頂禮給你，給你一封果儀給你，所得

有限，但是個個來都入錢進功德箱，給他做兩個元寶，他就收這些，所以你們不可不

慎這些東西。你可以不妨問，這些是講得出的，如果講不出佛又講？這些是佛講的，

是嗎？

還有「八正道」，見了道之後又怎樣？修的時候是「八正道」，「八正道」是

「後得智」，這個「七覺支」那時證的是「根本智」，好了，善現就說：那些人全部

都是有執著的，不對！這樣就 述完了， 述完之後就丁二了，「述己所念」了。他敍 敍

的想法，你說不對，那怎樣才是對的？你要講的，你一味說別人不對是不行的，你就

對了，你是怎樣對法的？「述己所念」了，述出他自己的想法。這樣，「述己所

念」，你們要將第二十頁，最後的兩行，麻煩你把他們把它劃去，丁二，述己所念了

這兩行，劃了它，因為何解？第二十一頁又重新再抄過，是嗎？看到嗎？

聽眾：看到。

羅公：第二十一的第一行又要劃了它，第二行就保留了，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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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述己所念，敘述善現自己的想法，他怎樣想？你看他說：「世尊！我見彼

已」，那個已加一個 comma，一撇在那裡，「便作是念」，他說：世尊呀！叫一聲

佛，我見到他們是這樣的情況，你就說要修什麼才行，他又說要修那些才得，「便作

是念」，於是我善現便起，那個「作」字當生起，生起，生起一個這樣的想法，

「念」是想法，他怎樣想呢？下文就是他自己的心想，「此諸長老，依有所得現觀，

各說種種相法，記別所解。」一句。「此諸長老」，這些長老，即是這些老法師，每

個人都是怎樣？「依有所得」，「有所得」即是有執著的現觀，這樣現觀上面所講的

有幾種的，是嗎？

其中有幾種是假現觀，那些「有所得現觀」顯然就不是「真現觀」了，是嗎？有

所得的那些就不是真的現觀。「各說種種相法」，他依據那些假的現觀，各人各人講

出自己的種種不同相貌的義理，這個法的義理，用他的種種的義理，用他所得的義理

來「記別所解」，來到控制了、支配了，這個「記別」當支配了，支配了他的見解

了。好了，下文就批評他了：「當知彼諸長老一切皆懷增上慢，為增上慢所執持故，

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不能解了。」一句

他說我們應當知道，「當知」，「彼諸長老」，那些長老，「一切皆懷增上

慢」，所有所有一切，所有這些長老，「一切皆懷增上慢」，都是在心裏面有一種

「增上慢」的心，怎樣叫做「增上慢」？未曾證到就以為自己證到，未得到就以為自

己得到，未到那樣就以為自己是那樣證到，即是自己吹脹了自己，那種叫做「增上

慢」。個個都懷有「增上慢心」，實在那些人沒有一個證到「勝義諦」，沒有一個人

了解真正的「勝義諦」，「為增上慢所執持故」，被，「為」即被，為這種增上慢的

心控制了，執持，執持即是 control，執持了。「記別所解」，就是支配了他的見解

了。因為這樣的緣故，因為被這種增上慢心所支配了，所以「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

相」，「於」是對於，「不能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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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勝義諦」，即是這個真如，真如本性，對於真如本性的「勝義諦」，那種

什麼？「遍一切一味相」，怎樣叫做「遍」？「遍」者無乎不在，到處都有它就叫做

「遍」，「遍一切」，一切東西裏面都有「勝義諦」的，「遍一切」，一味的，不論

你修「四念住」也好，修「四神足」也好，修「七覺支」也好，你由這裏所修入門

的，所修到的見到的「勝義諦」都是一樣的，一味的，不會有兩味的，那種一味的

相，「相」即是情況，那種情景，對於「遍一切」而又「一味」的相他不能解了，不

能夠了解，解了即是了解。

所以這班修行人，這些長老全部都得不到真正的「勝義諦」。「是故世尊甚奇，

乃至世尊善說。如世尊言：『勝義諦相，微細、最微細，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

難通達，遍一切一味相。』世尊！此聖教中修行苾芻，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尚

難通達，況諸外道。」

所以一定要靠佛你了，「世尊甚奇」，你真是奇了，你能夠出世來到成佛，來到

度眾生，乃至中間還有很多是讚世尊的，「乃至」，「乃至」兩個字，一路，即是等

於我們很多點，點、點、點，即是什麼？(省略號)「乃至世尊善說」，世尊很善於說

法，你能夠很善巧來到說法，為何這樣讚你世尊呢？下面講出了理由，何解我這樣讚

你，下面：「謂世尊言：勝義諦相微細最微細，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遍一

切一味相。」一句。何解說你世尊甚奇呢？因為世尊你這樣說：「勝義諦相」，「勝

義諦相」是什麼來的？是什麼？是「遍一切一味相」的，「勝義諦相」是「遍一切一

味相」的。中間先略了它，這個「遍一切一味相」是怎樣「遍」法的？

下面很多形容詞，「遍一切一味相」就是一個名詞，很多形容詞來形容這個名

詞，即是很多的 adjective來modify那個 noun，有很多 adjective，一個 adjective

就是什麼？「微細最微細」，上文講過了，講微細，怎樣叫做「微細」？怎樣「微細

最微細」？凡夫不能瞭解的就叫做「微細」，凡夫的智慧粗，他所不能瞭解的就叫做

「微細」，「微細極微細」，指凡夫所不能瞭解，「甚深最甚深」，很深奧的，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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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

小乘的人所不能瞭解，就是「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未見道的大乘菩薩

都不能夠通達的，叫做「難通達」，地前菩薩不能通達。我再講這三個，「微細最微

細」者，是凡夫所不能瞭解；「甚深最甚深」，小乘的那些修行人所不能瞭解，就是

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是指大乘的地前菩薩，未入地的，未見道的菩薩所不能

瞭解。這麼多的。第一個形容詞就是「微細最微細」；第二個形容詞就「甚深最甚

深」；第三個形容詞就是「難通達最難通達」的那個「遍一切一味相」。

這樣難通達的那種「勝義諦」的那種「遍一切一味相」。那些未讀過英文文法的

就真是難搞的，真的搞不定。因為何解？梵文就是與印度、英文、德文、拉丁文、希

臘文那些，西班牙文是同一個 system的，我們中國是另外一個 system，所以那些

老先生，那些什麼翰林公，什麼進士、舉人那些，讀起來他就是不了解。那些初中學

生剛剛讀完一本 grammar的，這個淺淺的 grammar一讀完，他聽就可以告訴他，

這些是 noun，那些是 adjective來的，他就全部都懂得。

玄奘法師將它來直譯，照譯，如果我們一味是那些八股先生讀來讀去，就是這樣

的，「韓柳歐蘇」的文章都沒有這樣的，他硬是不明白的，不過如果我們一明白又覺

得它是另有一種美。文章是美的，梁啟超說：我們讀佛經，我們不要嫌它㪐㩿(不通

順)，當你不懂的時候就覺得它 ，當你懂的時候就會覺得它有一種調和美，㪐㪐㩿㩿

即是將中國的文字與印度的文字相結合，有一種調和的美。你讀一讀《成唯識論》那

些就真是覺得有種調和美，《解深密經》如果你一路讀下去，就覺得有一種調和美

的，還有一種，美有調和美，有一種調和美。

還有，當你了解「勝義諦」，「勝義諦」無名言的，凡有所想都是不對的，你靜

靜地想一下，凡有所說都是不對，凡有所想的都是概念，全部撇了，撇了，那時你的

心境很靜、很靜，那時你有一種什麼美？都美的，你不要以為證真如就不美，那種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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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麼？無言之美，講不出的那種美，這種就真是無概念的那種美。藝術的最高境界

就是無言之美，無言之美。講不出的，最高的境界是講不出的，講得出的都是低級

的，無言之美意思是什麼？那時確是，萬籟俱寂的時候，清風明月，萬籟俱寂的時

候，有一種美法是講不出的，那叫做無言之美。

你說我欣賞藝術，藝術之美都要了解才得，不然你們學生整日的，整天在那本教

科書內讀一讀，那些不是真正的享受到的，到了你大學畢業，或者在那些 polytech

畢業，你就走出去做了，賺幾萬銀一年，匆匆忙忙，日做夜做，由禮拜一早上做到禮

拜五晚上，到了禮拜六你又要顧住要應酬，禮拜日又要整理花園，一世人就是忙個不

了，你就是所謂真正的生活享受了，沒有。學佛不只要學習了解這個道理，還要享受

什麼？還應該順便也要有一種生活的藝術，懂不懂享受生活的藝術，Art of life，生

活的藝術，這種藝術很難講的，講不出的，你叫我講都講不出。譬如有一些事情，有

些事是很美的，我寫兩句你們體會一下。

譬如宋朝有一個禪宗和尚，他寫些詩，造得很有禪味的，你以為他一味禪宗麻麻

木木，以為就坐在那裡？一寫出來看不到的禪味，實在他充滿著禪味，看不到的，那

些人普通，杜甫、李白都不容易做出這樣美的境界，那個和尚反而能夠把捉到這樣的

美景。這個是禪宗的和尚來的，體會，他體會到了那種美，沒有什麼，他寫的很簡單

的，南宋 釋 志南《杏花》：「古木陰中繫短篷，杖藜扶我過橋東。沾衣欲濕杏花

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江南地方的二、三月的時候，就整天落雨，是嗎？天氣就漸漸暖了，那些雨就不

是大雨，不是照頭淋的大雨，是毛毛雨那樣，那些雨飛到衣服上，想濕但又不是全

濕，那種那樣的「沾衣欲濕」，「欲濕」兩個字就已經很美麗了，「沾衣欲濕」，很

活動的，是嗎？一用，用到「欲」字，想濕又不是濕，好像將這種境界，就好像有人

的意味在那裡，「沾衣欲濕」，那些是什麼？「杏花雨」，是杏花開的時候的那種天

氣，那時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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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衣欲濕杏花雨」，如果要二、三月那時就楊柳墜落，那些風吹過來，經過那

些楊柳，洗一洗那些風，還很溫和，很柔和的，吹起風來本來是冷的，但是二三月那

時的天氣是暖的，還經過那些楊柳樹吹過來，吹到臉上都不覺得冷的，那些是什麼？

那些是楊柳的風，楊柳樹吹過來的風。這就是真正的禪味了！好不好？你說，你將它

來翻譯成英文，很難譯的，一譯成英文就變成了完全沒有意思，是嗎？譯做白話文都

不行，譯做白話文都不行，如果譯做白話文是怎樣的？

杏花天的雨沾在衣裳上，想濕又沒有濕，是不是？哎呀！聽起上來都作嘔了！不

作嘔都打顫，是嗎？你說是不是？覺得是不是？經過楊柳過濾過的風吹在臉上也不覺

得寒冷的，死嘛？寫成這樣還叫做詩？直情是那些小孩子，二年級小孩子交那些作文

簿裏面的東西來的。是嗎？真正的連翻譯都不可，但是它很美，都還是有言，未至到

無言之美，還是有言，那種境界已經很高了。

聽眾：詩是不能翻譯的。

羅公：什麼？

聽眾：詩是不能翻譯的。

羅公：真正是不能翻譯的，所以鳩摩羅什(魏晉.西元 401年)

他說：人人以為我譯佛經譯了這麼多，其實佛經是不能翻譯的，將它來翻譯，將那些

佛經來翻譯，等於猶如嚼飯與人不特止無味，且令欲嘔也。鳩摩羅什這樣講，

《高僧傳‧鳩摩羅什傳》：「天竺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尊。經中

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

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他說：將這些佛經，這麼好的佛經將它來翻譯

了，讓你們這些人去知道，就好像怎樣？嚼過那些飯再給別人吃，你嚼過的飯

又給別人吃，不只是無味，而且令人欲嘔，有時還令到人會作嘔的。所以那些

無知的人，那一次不是有一個嗎？以後她都不來聽了，聽見是我講她都不會來

了，那個什麼大學畢業的那個人，又說太深，又說要淺，又要改過什麼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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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讀這些，把它改了，改了之後就把它扔了！改了它，是嗎？不行的！那麼

何解？然則現在讀這些就行嗎？這些比起梵文本身就已經隔了一層了，你再整

一整白話又隔了一層，就像一碗水，露一露；露一露(倒來倒去)，露得五、六

次就剩下半碗了，是嗎？一個人將飯嚼過跟住給你吃，你又嚼，再給他吃，是

嗎？真是的！這件事情真是很慘。

聽眾：羅教授，你說那裡有些禪味？

羅公：他總是有一種東西，禪，所謂「禪」者，祖師禪與如來禪是不同的，如來禪就

好像修「七覺支」、「八正道」那樣修的，祖師禪是活潑潑的，你講是講不

出，但是活潑潑的，何解？

祖師禪的來源最早的就是說這回事，這回事當然是假的，是那些人作出來的，說

釋迦牟尼佛有一次在靈山會上，那個時候剛好大梵天王就拿些花來獻給佛，佛見到他

拿花來，於是就拈住那枝花來微笑。即是說，佛不是完全沒有情趣，寂滅的、死寂

的，不是的，是很有生活的興趣的，很有活活潑潑的，不是死的。所以你以為他釋迦

佛一切情感一切都沒有的？原來他見到那朵花他也還會微笑的，活的。

祖師禪與如來禪不同就是這樣。你看那些詩看起來好像半鹹濕那樣，是嗎？「沾

衣欲濕」，「吹面不寒」，那些人，與那些文人學士走進妓院的花園裏面吟詩有什麼

大分別？他不同，他是有一種什麼？有生活的意味的，不是死寂的。就是這樣。所以

我說他，禪宗就是最緊要的就是活活潑潑的，不止禪是這樣，其實禪宗的這一點最合

佛的心意的，佛祖也不是死寂的，所以大乘佛法不是這樣，小乘還有些死寂的氣味，

大乘不是的。人人都說那些八股先生一味嚴嚴肅肅，那些這麼嚴肅的是完全不懂孔子

的意味，一懂孔子的意味，就知道孔子也是活活潑潑的。

孔子的人怎樣？得閒就唱歌，每日必定唱歌，一路到七十三歲才死，臨死都還在

唱歌，臨死的那兩天還在唱歌，臨死前他就發了一個夢說快要死了，他發了一個夢，

看見他坐在那裏，那些人祭他，他知道死期快要來了，就自己作一支歌來唱了，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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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唱歌。他又不同楚項羽，楚項羽臨死還在唱歌：「力拔山兮氣蓋世。」孔夫子就

臨死都還是唱歌的，沒有一天不唱歌，只有特殊情形不唱歌，那天他哭，孔夫子是很

會哭的，他那天哭過，那天他就不唱歌，如果他那天沒哭過就一定會唱歌，孔子是這

樣的人來的，不是很嚴肅的。怎樣呢？講他的兩件事說他不是很嚴肅的。

這件事情，讀孔子的書最重要就是讀《論語》，《論語》就最緊要讀這一篇，林

語堂就大讚孔子他懂得生活的藝術，他怎樣呢？有一天，有幾個，子路，曾皙，子路

是一個將軍的才幹，衝鋒陷陣很使得(了不起)，子路又很有政治本領的，二十四孝之

中的曾子(西元前 505—西元前 435)的父親曾皙，一個就是冉有(前 522年－？)，很

擅長經濟管理財務的，一個就公西華，外交家來的，是國家出使外交大使那種人才來

的，孔子的學生有很多人才的。這幾個人一齊才陪他坐在那裡，孔子不是上課的，聊

天而已，孔子見到他們幾個人都在這裏，他就講了一番話，怎樣講呢？你們這班人天

天以為我的年紀比你們大一些，整日尊重我，就不敢隨便同我講說話，他說，不要這

樣，「毋吾以也」！不要這樣！

現在我就給你們講一件事，你們那班年青人，一有空的時候常常都這樣說：世人

不認識我，整天怪責這個社會的人不認識你，我這樣有才幹，你們那班人不認識我，

不保我出去做官，你們的心整天就這樣想。好了，我現在又問一問你們，如果有人認

識你，那些當權者認識你，請你們出來做一回事，你們會怎樣做？麻煩你們將各人辦

的那一套講會怎樣做，麻煩你們講給我聽聽。孔子得與也會跟他們聊天的。

這班人裏面最有勇氣的人是誰？是子路，那班人一個個還未出聲，子路就很心急

地趕緊去答了，他說：我，我子路如果一個國家，一個小小的國家交給我來管理它，

我就會訓練到那些人民個個都能夠為國犧牲，個個都能打仗的，一有任何事的時候，

全個民眾都受我領導會衝出去抗戰的，可以做得到這樣的。這是一個軍事家。於是孔

子見他這樣迫不及待講他那一套，這麼使得(厲害)，孔子聽完之後不止沒有讚他，他

還笑一笑，只是笑一笑，他又不說他不好，只是笑一笑。接下來子路講完了，他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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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經濟家：你很會管錢，那麼你又講一講你那一套又如何？如果有人正認識你，請

你出來社會做事，你又如何？你又有怎樣什麼辦法？

他說：如果我假如有一個小小的國家，旁邊有很多大的國家威脅我，整天對我的

國家威迫利誘，我的國家現在也相當窮，如果交給我，我不用等到三年，我自有辦法

令到它怎樣？個個生活滿足，個個都很富庶，整個國家，這個小國都變成了很富庶，

個個都生活滿足，但是我有一點，至於教育那些人民個個都知書識禮又懂藝術，這些

我就做不到了，這些還是要等待那些教育家、藝術家、文學家來搞了，我就只可以把

國家搞到豐衣足食這樣我就可以。孔子又說，是，也不笑他，又不讚他。

好了，第三個又問，問到那位外交家了，你又如何呢？這個真是外交家了，他講

話是不同的，他怎樣？他說：我不敢講我會，我只是想學習而已，出口就已經不同

了，我只是想學習，他說，如果國家有什麼禮節，外交禮節上的事情，例如迎接外交

的特使，或者自己代表國家去出使去參加那些盟約等等，諸如此類事，我就希望有機

會去做一個小小的助手，我可以做得到的，他不敢說，不敢學子路那樣，交給我，我

什麼都可以搞妥。我只是希望做一個小小的助手而已。這樣孔夫子就也不出聲，見到

他的態度這麼溫順，就很同意他的講法。到最後就輪到那個年紀相當大的那個曾皙，

曾皙很不好脾氣的，他的兒子曾子是最好的，打兒子是拿住一支棒來打的，兒子很大

了，他拿支棒來打兒子的這個人。

輪到他，誰知那個人正在鼓瑟，那個瑟就像現在那些人彈的箏，原來孔子與那些

學生問答的時候，有些人一路在聊天一路在那裡玩音樂的，他正在奏音樂，孔子問

他：輪到你了，你又如何講法？於是這個曾皙不慌不忙地說，然後將那個音樂收了，

嗡！一聲，將音樂收了之後，然後起來，給孔子一個禮。他說：我與他們幾位都不

同，他們幾位有些是外交家，有些是經濟家，我與他們不同的。孔子說：各人講各人

自己的心而已，沒要緊，你不同你就講你不同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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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心裏面想的就是最好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即是諸如此類的機會，怎樣的

機會？當二、三月的天氣的時候，即是春天將近完了，夏天將近開始的時候，暮春的

時候，正是那些二八天的春、夏之間的衫剛剛做起，新衣裳，穿起新衣裳，「春服既

成」，那時候這麼好的天氣，穿著新衣服，找幾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人，五、六個青

年人，再找六、七個小孩子，跳來跳去的小孩子，帶著大家一齊去，去那裡？走去那

條水那裡，那條沂水那裡，在那裡游泳，沖涼，在水上游泳，洗一下澡，游完之後，

行到半山那個有風的亭那裡，乘一下涼，乘完涼了，大家一齊唱歌，唱到返回家。我

只是想這樣而已，沒有這麼多理想的。沒有什麼經民濟世的事。他講到這裏的時候，

孔子馬上讚他：「吾與點也！」我很贊成你！如果問我的話，我也真是與你一樣的。

這個軍事家，那個經濟家，那個外交家他都不感興趣，這是一個藝術家來的，他

說他我真的要與你一樣，然後那個曾晢見他這樣，本來我是另外一套的，現在先生反

而贊成我這一套，於是他就反問孔子，好了，第一個是軍事家，他講完之後為何你會

笑他？孔子答他：沒有什麼，凡是做國際間的事，或者是統治國家的時候，一定要有

禮，要有制度才行，他講話好像很來不及的樣子，好像很了不起的那樣，所以我就笑

起來而已，孔子這樣說。

他又說：第二個呢？這位經濟家你聽完之後你又不出聲？何解？他說：他可以，

如果給他一個小國來做，他做到豐衣足食，如果說他不行，那麼還有別人可以？於是

承認他可以。第三個是外交家，他又說做小助手，你覺得他又如何呀？他說：你不要

看見他這樣講，你以為他真是小？他都只能夠做小事那有誰能做得大事呢？孔夫子讚

他。第三個。但是他說，最有興趣的就是生活的藝術，孔夫子是這樣說。我們學佛也

要這樣。我有一個老朋友，現在死了，生癌死了，未死的時候，我請他給我題一首

詩，我很喜歡他這兩句詩，他送了一首詩給我。

他說：你就是這樣的人了。所以他死的時候，他正面的那一對對子，我就走去對

他的兒女這樣說：我來掛我這對對子，「人非遺世」，不是遺棄世間的事，「能隨

眾」，你什麼都可以合得來，你說飲茶我可以陪你飲茶；你說去跳舞我可以陪你去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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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佛偶拈花解化泥」，佛都是這樣，偶然拈花的時候他都會破顏微笑的，是活活

潑潑的，所以學佛不要學到死的，這樣最弊，所以不要學到死，要學得活的。

好了，講了，繼續了：「世尊，此聖教中修行苾芻，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尚

難通達，況諸外道」！他說世尊啊！「此聖教中」，「聖教」指佛教，在這個佛教裏

面，那些修行修得那樣好的比丘，「苾芻」即那些法師，比丘，這種比丘對於「勝義

諦」的那種「遍一切一味相尚難通達」，尚且難以通達，這麼好的修行比丘，尚且難

通達，「況諸外道」何況佛教以外的外道呢？

讚這位世尊，把自己的見解講出來，是不是即是說那些小乘的比丘全部都還未

得？是嗎？這樣講法，佛是不是同意他這樣講法？下面了，丙三：佛示本宗：佛表示

他的意見。「本宗」，佛自己本身的旨趣。佛的旨趣。裏面分兩段來講，分二，丁

一：法說，法說，記住，凡是佛經裏面的所謂「法說」即是依理直講，依理直說。丁

二，喻說，喻及合說。凡是佛經裏面用譬喻來講，叫做「喻說」；將譬喻與直說合起

來說的，那些叫做「合說」。

「法說」、「喻說」、「合說」，識不識？聽不聽得明白？現在是丁一，「法

說」，「法說」裏面分兩段，第一段就是標，「標」就是舉出一個大旨，大意，戊

二，釋，釋即是詳細地講它的內容，現在戊一，標，「爾時世尊，告尊者善現曰」：

「爾時」即是那個時候，那些西人怎樣譯「爾時」兩個字？There upon，「爾時」

佛經裏面他們就譯 there upon，「爾時」世尊就對這位善現老法師、長老這樣說，

他怎樣說？他說：「如是如是」。即是對了！對了！

他說：「善現」叫他一聲，善現啊！對了，你講得對了，他說：「我於微細最微

細，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遍一切一味相勝義諦，現正等覺，」這裏先半

句，他說：我釋迦牟尼，能夠對於那些微細到凡夫不能瞭解的、甚深，深到那些小乘

人都解不能瞭解的，難通達到那些未見道的大乘菩薩都不能瞭解的，那種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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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一切一味相的勝義諦」，我對於這種「勝義諦」我「現正等覺」，能夠用我的現

量，現觀，去正正式式地，很完滿地，「等」者即是圓滿，這個「等」字當

completely，很完滿地，很完全地去覺知，現等覺已，當我能夠現量，能夠遍知之

後，「已」即之後，就「為他宣說」，還對他人講，不只是講一下說話而已，「顯示

開解」，從多方面，從各個角度來顯示它出來，顯示這種道理出來，打開它，給你

們、別人瞭解，「顯示開解」，「施設照了」。「施設」即是設立，設立種種概念，

種種名詞，讓你們能夠「照了」，能夠了解它。這就是「標」。現在詳細識了。

戊二了，「釋」，有無問題，我講得這麼快？很快的，因為何解？那些文字其實

很容易解的，是嗎？到難解的時候，稍為詳細解多一些，容易解釋的時候，不需要詳

細解的時候，你懂的就輕輕略過。下面有三個復次，即是三個圈，3 parts,復次，一

個復次就是一個 circle，一個周，兩個復次又一個圈，第三個又一個圈，即是將一句

說話分了三番來講，第一番，第一番是什麼？因為上文是怎樣的？我們先回味上文是

怎樣講的？

上文依據善現長老的講法，就算那些人，有些人修「四念住」、「四神足」、

「五根」、「五力」等等；修「三十七度菩提分法」的那些人；識不識？「三十七覺

支」，人人以為自己修的那些就是得到「勝義諦」，他就是不了解，「勝義諦」是普

遍存在的，是一味的，他不了解，他說，現在第一個復次，第一個復次說明什麼？

「勝義諦」裏面，所謂「勝義諦」就是不論你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中的任何一部

分，當你修這部分而成就，證到「勝義諦」的時候，這個「勝義諦」即是修第二種

(另一種)所得到的「勝義諦」，是遍的，各處都有它，一味的，現在同是一味的，一

種氣氛的而已，一種情況而已，一味，這個是什麼？這就是真如了。這個「勝義諦」

就是真如，遍一切一味的真如相來的，真如相即是什麼？

你看書，所以譯做白話都有沒有什麼用，真如兩個字最好，最終極的實在，最終

極的實在，其實這句話就是在洋人那裏譯出來的，最終極就是 final，最後的、終極

14



的，final，實在，reality，真真實實存在的，其實是多此一舉的譯法，真如是什麼？

最終極的實在。其他一切現象都是假的，只有它才是真，所以是真。什麼都是整天變

的，只有這個「最終極的實在」是不變的，「如」，「如」者如此，常常如此即是不

變，「如」者就是不變，「真」者、真實，「真」者、不虛妄，不是假，「如」者，

常常都保持它的本性，就是最終極的實在，哲學上又名叫做「本體」，「本體」。

宗教家，那些深奧的神學家就叫做「上帝」，道教就叫他做「道」，道，又叫它

做什麼？太極、無極，無極而太極，因為何解？只是「無極」兩個字就是偏空，你說

它太極兩個字是偏有，即是無極而太極，無極、太極，無極而太極都是形容那個

「道」，「道」包含兩方面的意義的，一方面它是無形無相的，所以叫做〔無極〕，

他的本質是無形無相的，所以叫做「無極」，但是它能生萬法，能夠顯現出萬法出

來，所以叫做什麼？「太極」，非常之積極推進的，無極至太極。

聽眾：阿 sir，如果你這樣講法，是否是說什麼宗教都可以證到真如？或者(就算)沒有

宗教也一樣可以證到真如？

羅公：證真如，如果你有智慧去證根本就不需要有宗教的，你自己便是教主了，是

嗎？那裡需要跟一個宗教呢？被人家牽著鼻子走？自己走不行嗎？是嗎？

聽眾：獨覺。

羅公：什麼？

聽眾：獨覺那些不就是自己證？

羅公：是呀！不用的，不過我們既然蠢蠢地，有人來牽住都好的，因為何解？因為你

是牛，所以沒有人牽是不行的，一不小心撞到火車那裡，撞死呢？有人牽著你

就撞不死，是這樣解。

我們佛教徒普通動不動就說別人是外道，是嗎？其實有很多都是很高的，很高

的，耶穌你估他不是大菩薩嗎？他起碼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薩，或者成了佛，乘願再來

的人馬，不能夠說「外道」，一棒打下去，不行的。孔子這些起碼都是地上菩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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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我佛教徒要受過三皈五戒才懂得的，別人就不識的，這些講法，是呀！你很

難講的，你站在宗教的立場，派系的立場，就是這樣。

其實你懂，別人也可以懂的，真理是普遍存在的，一定要皈依了才可以嗎？等於

基督教，信者才得救，要去洗禮才行，不是就不救？這樣老實講我就不信了！從前有

為古德，他講過，沒有的，全部都是自性，自己自性自覺的，那有這麼多事情！這

樣，又有一位徒弟走去與師父開玩笑：師父，既然這樣，你又整天登堂說法，講那麼

多，又說怎樣拜佛，怎樣三皈依，一會又叫人去南無、念懺，搞這麼多事做什麼？

師傅，你對我講，照這樣人人都是自性自覺就行了，你又教人這麼多事情？那個

師傅被他的刺激一下，本來在法座那裡坐著的，即刻走下來拉著他，與他打交道了，

他說，如果我學你這樣講話，我的法堂前就草深三尺了！沒有人來拜佛，還有誰來捐

錢？那時你和我都會餓死的，有時是要這樣的。所以有些人說，我要去拜，你就說，

拜一拜係好的，是呀！如果你真是有智慧的，你自性自覺就不用了，拜他來做什麼？

是嗎？但不是個個人都可以這樣的，這樣就拜好過不拜了，是嗎？拜一拜最低限度他

首先不會亂教，是嗎？殺子報，是嗎？兒子都殺的，那些人。

這樣這些人不止起，現在報紙都有報道，前一段時間報紙都有報道，何解？無

他，這些人當然是不會自性自覺的，如果有自性、自覺，他會連兒子都去殺？這種人

簡直禽獸不如。是嗎？還有一些，信一信宗教他就不敢做這些事，是嗎？萬一死了要

下地獄！別搞了，兒子怎樣不聽話都好他，我最多不理他，不能殺他，不能做這種

事。如果他們兩樣都無，又沒有自性自覺，宗教又不信，又不信耶穌，又不信佛，那

時他真是慘過、弊過那些過去的紅衛兵，會亂來的，是嗎？會禽獸一樣的。所以有一

種宗教，不能夠說宗教完全是迷信，是不對的，一味說迷信是不對的，很幼稚的，就

是我們那些什麼？中國五四時代的幼稚思想，五四時代常常提倡非宗教、反宗教，他

不知道宗教有時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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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中國那樣，假使不是天主教、基督教傳教進來中國，有那麼多學校沒有？你

政府那有那麼多錢來辦那麼多學校？有那麼多醫院沒有？有那麼多孤兒院沒有？你又

說別人不好，你自己又不辦，別人辦了，是有助於你的社會的，你看看多倫多，這麼

進步的社會尚且這麼多天主教、基督教的辦的事業，多數是津貼那樣辦的，即是說，

宗教不論它迷信也好，它都是怎樣，叫人家怎樣？最低限度是向善，是嗎？他不能夠

自性自覺，他不能夠作惡也是好的。

這種就是對社會上有一種功能，即有 function，這種叫做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宗教，宗教的 social function很大的，所以我們中國五四時代的人很幼

稚，宗教全部不對，要掃除，那些廟，寺廟統統掃清它，拆除它，好像那些紅衛兵，

見到孔廟，孔夫子廟都說要打爛它，都戇的那些人，他都不知道，如果〔沒有〕宗

教，那個孔家店，如果不是有個孔家店，中國幾千年怎能維持到現在？可能早就已經

四分五裂。講完這一段才去吃飯。

聽眾：那個「家」字何解？三十七品家一。

羅公：什麼？什麼「家」？三十七品那「家」，怎樣解那個「家」？那家，你抽鴉片

那回事，那家，這是很雅的，這家嘢(這回事)，即是說他是打太極的那家的，

不是打洪拳的那家，即是修三十七品的那一「家」的人，聽眾：家風嗎？

羅公：是。其實三十七品，每品都有一味真如相的，他是執著而已，我們看這裡，

「何以故」？為什麼呢？

他說，善現啊！叫一聲「善現，我已顯示於一切蘊中，清淨所緣，是勝義諦。」一

句，

他說：善現啊！我釋迦牟尼已經指出，「顯示」即是指出，我已經指出，指示出，指

示出什麼？

「於一切蘊中，」「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任何

一個「蘊」，所有的「蘊」中，哪一個「蘊」都好，如果你用清淨的智慧，「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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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清淨智，沒有執著的智慧，用清淨智所了解的，所緣，「緣」者認識，用你的清淨

的智所認識的，在那一位處都可以，只要你用清淨智去認識，那就是「勝義諦」了，

即是說你在那堆牛糞裏面，不要執著他是牛糞，去瞭解它都是在宇宙萬物中，都是由

那個真如自性顯現的，從那堆牛糞裡你就可以了解「勝義諦」了，明不明白？你不要

以為一定要在鑽石裏面才能了解「勝義諦」，牛糞、馬糞，外傷佬的口水痰，都是由

勝義諦處去顯現的，聽不聽得明白？我要顯示一切處，處是什麼？陳太你說，處是什

麼？

聽眾：任何地方。

羅公：什麼？

聽眾：十二處。

羅公：我要訓練你們看佛經，關照下文，它與「緣起」相對就一定是「十二處」，

「緣起」，「十二緣起」，「食」、什麼？四食。「界」，不是！「諦」、

「四諦」，「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

「道支」，所有不論那一種，那一組裡的那一種，裏面，你清淨所緣，用你清

淨的智慧去了解它，那個就是「勝義諦」了，是「勝義諦」了，所以最緊要還

是你的智慧是否清淨，你的智慧不清淨，你就算看到佛那裏你也起執著的，你

的智慧是清淨的，你看見牛糞馬尿一樣是「勝義諦」。所以舊時梁漱溟，梁漱

溟前幾個月死了。

聽眾：死了？

羅公：已經死了。

聽眾：九十幾？九十六、七歲，

羅公：九十六歲，死了，一進醫院就死了，心臟病。

這樣，和他講起，同是一種東西，你的主觀的心不同，所覺得的就不同的，他說

譬如這樣，如果你有胃病，你的心情不好，給珍饈百味、給魚翅你食，你都是覺得味

道不好的，如果你精神爽利，胃口很好，吃豆腐你已經就覺得很好味了，所以那些東

西好味與不好味，主要還是決定在你的能享受的心，不只是在所享受的東西那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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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的心情活潑愉快，(什麼都)而又需要吃的時候，你會覺得什麼都是很好吃的，很

美味。心情不愉快，又不需要食，飽飽滯滯，給你什麼食物你都不會覺得好食，所以

享受在你主觀的心很重要。這即是說，任你「四念住」、「四正斷」，隨便一個「念

住」，隨便一個「正斷」都好，你只要在那裡了解，深入去都可以了解「勝義諦」，

因為「勝義諦」無乎不在的。

「於一切蘊中，是一味相，」所有「五蘊」中，「色蘊」也好，「受蘊」也好，

「想蘊」也好，「行蘊」也好，裏面的「勝義諦」都是一個樣子的，一味的，「一

味」的意思是什麼？都是相同的。可以說什麼？都是那個，都是 same，都是那個，

「無別異相。」沒有不同的相狀，不會是我在修成「四念住」所得到的「勝義諦」與

你修「七覺支」所得到的「勝義諦」是不同的，「別異」、別異即是不

同，different，不同，沒有那種不同的情況，相是情況。他在「五蘊」裏面就是這

樣，修「色蘊」的「勝義諦」與「受蘊」的「勝義諦」是一樣的，同一樣道理，「如

於蘊中，如是於一切處中乃至一切道支中，是一味相，無別異相。」是故，善現！由

此道理，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

如是，「如於蘊中」，好像在「五蘊」裏面，在任何一「蘊」裏面，「勝義諦」

是一樣的，「如是」，「如是」即是這樣，即英文的 thus,「如是」，這樣「於一切

處」，一切「十二處」裏，隨便一個「處」，「乃至一切道支中」，八個「道支」中

任何一個「道支」裏面的「勝義諦」都「是一味相」，「無別異相。」不會有兩個

的。即是說宇宙萬物、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同一個「勝義諦」，不會因為你，你修

密宗所見到的「勝義諦」與禪宗的那個是不同的，沒有不同，都是那個「勝義諦」，

「是一味」的。下面有一個結論，「由此 (是)道理，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的)一味

相」。這個不用解了。

這是第一個復次，說明什麼？在「三十七道品」之中任何一個「道品」，你這家

修「四念住」，他那一家只是修「五蘊」，甚至到他這一家只是修「色蘊」，他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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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受蘊」都好，隨便那一家都好，他所證到的「勝義諦」都「是一味」的，都是

same,同一樣的。那個就是「真如」了，「勝義諦」就是「真如」。第一章。第二章

就說明你修一部份證到真如，就不用在別的地方再修了，即是你來了多倫多，你坐飛

機來了就不用再走回去再搭船來一次，或者你搭船來了，就不用回去重新再坐飛機

來，逐樣來結果就搞到累事，你到了就是到了。第二段就講這些。所以在一宗或者在

一個法門裏面修，已經見了道，就是那個真如就即是一樣了，好了，享受了那個。第

二個「復次」又講什麼呢？

敘明通達一蘊真如已：「復次，善現！修觀行苾芻，通達一蘊真如勝義法無我性

已，」明通達一蘊真如，譬如你在「五蘊」那裏觀，觀「五蘊」皆空，當你觀「色

蘊」的時候，觀到「色蘊」完全空了，觀那個「空」又空，「空」又空的時候，忽然

間離開言說，離開名言而證入真如的時候，那個真如就是「勝義諦」了，不用說我又

要觀了「色蘊」，未觀「受蘊」，再觀「受蘊」，又證第二個真如才行，不用的，就

是那個真如了，「已」就是之後，觀了一蘊而證得真如之後，真如即是「勝義諦」，

記住。更不尋求「別蘊」真如，不需要尋求第二蘊證得真如。就是那個了。所以修行

佛法，你成功，一定要修完了這樣法再修那樣法，一路修，修幾十年都忙個不了，不

用的，一條路到了就是了。

聽眾：即是一條路通，就全部路都通了？

羅公：是、是。

好了，第二個「復次」你看看，善現啊！叫他一聲，「修觀行(的)苾芻，通達一

蘊真如勝義法無我性已，更不尋求各別餘蘊、諸處、緣起、食、諦、界、念住、正

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一點一撇。他說：當修觀行

(的)苾芻，苾芻就是那些出家的法師，那些男法師，那些修觀行的，即是修止觀的那

些苾芻，那些修止觀的苾芻，「苾芻」就是比丘，我們一般人就叫他做瑜伽師，叫他

做什麼？Yog c ryaā ā ，瑜伽師，又叫做，瑜伽師，三個名，在梵文裏面三個名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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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叫做 yog c raā ā ，瑜伽師，有人譯做瑜伽行，瑜伽的行為，修瑜伽的行為師，第二

個，第一個 yog c raā ā ，第二個是 yog c ryaā ā ，yog c ryaā ā 瑜伽師，第三個叫做

yogi，不過 yogi這個字就被人用壞了，連在街邊變戲法的都用了，所以最好是用

yog c raā ā 。

那些修止觀的人就叫做瑜伽師，上至於佛，下至那些日日在修，但未見道的人都

叫做瑜伽師，即是又叫做修觀行者，那些修觀行(的)苾芻，當他通達「一蘊的真

如」，「通達」兩個字即是能夠證到，修「一蘊的真如」，觀「一蘊」，就證得他的

那個空性的真如，這個真如即是勝義法了，這是勝義了，這個勝義是什麼？即是法無

我性，觀一切法無我，無我即是空，那個「我」當什麼講？永恆不變的實體，永恆不

變的，又獨立存在的，一，那個「我」字，指什麼？「一」的、「常」的，普通佛經

裏面常常說「無我」，「無我」，就是破那個「我」，什麼叫做我？你現在問一問

人，你今天早上吃了飯未？

你說，我今天早上吃了兩碗飯，這個就是我了，人人是整天講又你，又我，這個

又你又我與佛經裏面所講的那個「我」不同的，同是那個字，但是不同的，佛經裏面

所破的無我、無我，無這個我(吃飯的我)，那個「我」是怎樣解的？主宰那樣解，

主、主體、主人翁，那個主，「主」是我的體、實質，「宰」就是我的「用」，那個

「宰」是什麼？好像拿一把刀去割東西，能夠斬斷東西，意思即是什麼？

判斷事情，這個我，這個主體、這個主人翁有判斷的能力，當我們起行為的時

候，我們要決定這樣做，這樣做，就好像宰割，好像做宰割官那樣，「主」，那個

「我」字當主宰那樣解，「主」是指我的體，「宰」是指我的作用，主宰，佛家破

「我」就是破主宰，而且普通的假主宰他是不破的，破什麼？一的、常的，一的，整

個不可分割的，絕對不可分割的，一。常的，永恆不滅的主宰，這個不就是靈魂？佛

教不信靈魂的，破這個永恆不變的，是一個的，絕對一個的那個靈魂，佛家是不信

的，它要破的，破這個。這樣，當你觀一切法都無我，無我就等於空？是嗎？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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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色蘊」，譬如我觀「色蘊」，「五蘊」就是空，當我現在觀，「五蘊」的第一

蘊是「色蘊」，「色蘊」就是物質，你這樣就觀了，所謂「色蘊」，人人講「色

蘊」，「色蘊」這個名詞裏面是指什麼？

是指內就有「五根」，內就有眼、耳、鼻、舌、身「五根」，外就有色、聲、

香、味、觸，五塵，還有，除了「五根」、「五塵」之外，「色蘊」裏面有包含十一

種東西的，還有一種，記不到，摸不到，但是我們從邏輯上知道有這種東西，那種東

西是什麼？微粒子，那些極微，現在所謂核子的那些，那些微粒子，那些叫做「法處

色」，十一種，，「五根」、「五塵」加上「法處色」，這十一種叫做「色蘊」。好

了，當我們觀「五蘊」是空的時候，我們就這樣觀了，所謂的「色蘊」不過就是一個

名詞，一個概念而已，其內容就包括十一種東西，即是那個「色蘊」是沒有的，「色

蘊」是一個空殼而已，永遠沒有一個「色蘊」，何解？「色蘊」包括十一種，即不是

「一」了，十一種都是一？

而且「色蘊」是什麼？「色蘊」是無常的，你的身體今日就是 140磅，餓你幾

餐就變成 135磅了，整日變的，你病一場，發熱兩天，你又會瘦一些，又變的，不

同的，非一的，又非常，那「色蘊」，所以「色蘊」是沒有一個真實的主宰的。「色

蘊」無我，「色蘊」無我就是空了，「色蘊」空了，「色蘊」就空了，好了，「色

蘊」是空，「色蘊」有十一種東西，那十一種東西不是空了？十一種東西內有「五

根」，「眼根」、「耳根」、「鼻根」、「身根」、「舌根」，你逐樣去觀，「五

根」的第一根是「眼根」，看看我的「眼根」空不空？「眼根」者即是視覺神經，視

覺神經是什麼？

是由那些微粒子造成的而已，是嗎？視覺神經就是那些神經細胞造成的，神經細

胞裏面，每個細胞都有一個細胞核，有些圓形質，有些染色體，有些瑣瑣碎碎的東西

在那裡，一粒粒這樣的東西，那些細胞裏再將它來分析，分析什麼？只是那些分子而

已，那些原子，那些 atom的分成一粒粒原子而已，既然眼根的視覺神經是由細胞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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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那就只有細胞而已，「眼根」就是「空」了，眼根只有視覺細胞，細胞有

「我」嗎？細胞都是無我的，何解呢？

細胞是由那些什麼？細胞膜，外面的那一層細胞膜，中間是細胞核，還有中間那

些就像蛋白的原型質那樣的，有些瑣瑣碎碎的東西放在那裡，這樣造成的，既不是

一，那麼多種東西，又不是永恆的，細胞會死的，非常的，所以細胞亦無我。造成細

胞的那些，那些電子、質子有「我」嗎？還是無我的，佛家認為無我，現在以為電

子、質子是實有的，這些只不過是世俗之見，科學家的執著，如果從佛教的智慧看，

它也一樣是無我的。就這樣觀了。

為什麼無我呢？如果你說那些電子、質子，即是微粒子，如果你說微粒子是實有

的，現在我就要問一下，微粒子佔不佔空間呢？有沒有東南西北的方向呢？佔不佔有

地位呢？答案只有兩個，一個是佔，佔空間，它仍然佔有一個 space的；一個說不

佔空間，無 space的，不佔 space的，好了，假使你說它是佔有 space的，有東、

南、西、北的方向的，我們從經驗上，凡佔有 space的東西，除了你的微粒子之

外，所有其他的，凡是佔有空間，有東、南、西、北方向的，一定非一非常，何解？

那隻是牛佔空間的，牛是非「常」的， 是佔空間的， 是非「常」的，地球是枱 枱

佔空間的，地球都是非「常」的，如果這個微粒子是佔空間的，應該也都是非「常」

的了。是嗎？非「常」的。凡是佔空間的都是非一的，它是由很多東西組成的，你這

個微粒子既然是佔空間的，有方位的，應該都是非一，而且佔空間的一定有東南西北

的方向，既有東南西北的方向，就不是「一」了，譬如你說這件東西是「一」，你說

它是一，你看看，這邊叫做東，這邊叫做南，這邊叫做西，這邊叫做北，如果是

「一」了，東就顯然不是西，是嗎？南就是南，始終不是北，既然有這樣了，那是

「多」，怎會是「一」呢？

以為它是「一」，這個「一」不過是相對來講的，不是 absolutely的一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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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粒子與它一樣的道理，所以佔空間就不是「一」的，亦不是「常」的，所以不是

「我」的，微粒子亦無我。既無我，那麼微粒子也是徒有其名而已，空的，如果它是

佔空間的，就是空了，聽得明白嗎？你呢？聽不聽都明白？如果是不佔空間的那就更

死了！佔空間是空，不佔空間的，龜的毛，兔的角，孫悟空那些，就真是不佔空間

了，佔空間的尚且空，何況不佔空間？更加是空了！

如果不佔空間都是空的，那麼我幻想的東西也是空的了！都是有的了，亦是空，

這樣佔空間是空，不佔空間亦是空，即是一言以蔽之，「色蘊」就是空的，「色蘊」

就是空的。一觀到這裏，停一停的時候就會覺得怎樣？心就很舒服那樣，是嗎？那時

你就會，停一停一會，你就會起一個念頭，就像禪宗人說的所謂疑情大起，忽然間起

了一個疑情那樣，空，既然是空的，為什麼我們卻覺得它不空呢？為什麼我們又知道

它是空呢？它是空的，都要我知道它是空才行，豈不是我有一個智慧知道這些事是

空？智慧也許不空？是嗎？懷疑了。這樣，所謂開悟、開悟是逐步悟，不是一下

「砰」一聲就悟了，一下「砰」一聲就悟，證真如那時是這樣。這樣，你就會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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