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起的時候都可以再記憶之前的那一段的，何解？因為有他有個「第七末那識」

沒有斷，「第八阿賴耶識」沒有斷，那些種子又再起了。好了，知道了這麼多了，我

也知，你們都知了，他問了：知道了這麼多叫做對「心意識」的現象，能不能善巧？

釋迦佛就說：都叫做善巧了，釋迦佛都說善巧，即是說你們與我都善巧了。但是，是

呀，沒有錯，你說他善巧，你能否當他是真正的善巧？

釋迦佛說，不行，不行，何解不行？你只是理論上知道，你不是實際上體驗到，

怎樣是實際的體驗？他說，你要，不止你要在定中體驗到好似有一個生生不息的「阿

賴耶識」，不止要這樣，還要知道，這個「阿賴耶識」都是假的，又說「重重體

用」，要知道「重重體用」都是小孩子玩泥沙，這套都是假東西來的，根本就是沒有

實際的，不是真實的，這套東西都是假的。

並無實的「阿陀那識」，即是沒有實的「阿賴耶識」，現在講唯識的人最棹忌，

死抓住那個「阿賴耶識」如何如何，如果這樣講法，你一世都不能夠善巧，佛不叫你

做善巧，你理論上，要知道，不見有「阿賴耶識」，根本「阿賴耶識」是假的，「重

重體用」都是假的，你不能夠了解，不是說口頭上說假的、假的，剛才講不算，要真

是體驗到這種東西都是假的，這個真實的勝義諦是不可說的。這樣的時候，佛就說這

個人就是真正的能夠善巧了。聽不聽得明白？我們看，戊四，辯菩薩對於「心、意、

識」有巧有不巧。有些善巧，即是只得善巧的名，不是真正的善巧，有不巧有之，有

些是真正的善巧，他知道這個是空的，八個「識」都空的，有些不能夠善巧，只是一

套理論而已，現在講唯識的人最棹忌這樣，成大套理論，死抓住「阿賴耶識」，整大

套理論，他不肯修行，只有那套理論，到死的時候什麼都不記得。

不動明王法修了十幾二十年，有人到臨死的時候他不記得了「不動明王咒」怎樣

念，連那幾個字的心咒都不記得，即是修密宗，整天修不動明王法，修「毗盧遮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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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亦都修得很熟，善巧未呢？都叫做善巧，但是佛不說你是真正善巧，佛要怎

樣？無「毗盧遮那法」可修，亦無「不動明王法」可修，了解勝義諦，體驗勝義諦，

他就說你是真正的修「毗盧遮那法」善巧了，不修的修然後才得。聽不聽得明白這個

道理？你又了解了，那個神會和尚答六祖，他說這個無頭、無尾、無底、無面就是本

源佛性，其實他都很善巧，不過佛不當他是善巧，要怎樣？要連這些都沒有的才善

巧，所以六祖就要罵他，叫他做「知解宗徒」。其實六祖不是想真正罵他，是想提醒

他。

這樣看看：「廣慧！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為建立故，於心意識祕密善

巧。」一句。他說：廣慧啊！「如是（的）菩薩」，這樣的菩薩，即是一套理論講得

很清楚，就好像我現在對你講，講得很清楚，這種人，這種菩薩，「由法住智為依

止」，這個「法住智」是什麼？

世俗智，什麼是「世俗智」？何解世俗智叫做「法住智」？用世俗的理論，用世

俗的智慧去了解佛經的這種智，用世俗的見解去了解佛經的這種智。即是說怎樣？當

學哲學那樣去了解這個佛教，不是真正修止觀體驗到的，那些是「法住智」，「法」

就是那些經教，經教裏面所講的道理叫做「法」，「住」在那種東西，即是整日一大

套理論之下的那種智慧，你就會問，羅先生，你的什麼智？

我的是正式的「法住智」，如假包換，即是不得（不是）善巧的，你們都是，你

們現在聽到的都是法住智，或者你們有一個人今晚回到家，會得到出世智都說不定，

這是很難講的，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他說：那些眾生以「法住智」做

「依止」，一句。靠「法住智」來「建立」你，他說有一種，這種菩薩他對於「心、

意、識」的祕密，「祕密」者，即是深奧的道理，他能夠善巧了。即是說用世間的智

慧去了解，這樣的時候夠不夠？不夠，「然諸如來不齊於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

祕密善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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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但是，「諸如來」即是諸佛，諸佛「不齊於此」，「齊」即到達，不會根

據、依據，即是用這個為標準，用這個這樣的 standard做標準，「齊於此」，就施

設。我講完它，他還差一些，未能夠真實體驗到，他說：要怎樣才能真實體驗得到？

他說要這樣：他說：廣慧！「廣慧！若諸菩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識）、不

見阿陀那識；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不見積集、不見心；不見眼色及眼識；不

見耳聲及耳識；不見鼻香及鼻識；（漏了一個見字），不見舌味及舌識；不見身觸及

身識；不見意法及意識；是名勝義善巧菩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

薩。」聽得明白嗎？不用解，聽不聽得明白？江漢林？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少少。

羅公：什麼？

聽眾：少少。

羅公：少少而已？陳太，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大意啦。

羅公：大意都明白，是嗎？

是還差文法上未能 analyse，是嗎？你明白，不用解，你兩個都明白。怎樣叫做

真正能夠對「心意識（的）祕密」意義能夠善巧呢？「若諸菩薩」，如果那個菩薩，

「於內各別」，「內」就是定中，「內」，在定中修止觀的時候，那個「內」字是講

定，「各別」地，你有你修，我有我修，你的父親修不能夠給你，你修不能給你太

太，「各別」的，「於內」，在定中各別的，「各別」又可以講，定中又可以觀「阿

陀那識」，「前五識」各別去修止觀。「如實」地，「如實」即是什麼，英文叫做

really，確確實實地，實實在在地做到什麼？

「不見阿陀那識」；不見有實的「阿陀那識」，不見「阿陀那識」，不見有實的

「阿陀那識」，知道所謂理論上「阿陀那識」都是假定的概念而已，不見「阿陀那」

並無，「阿陀那」就是執持，並沒有所謂叫做「執持」，「不見阿陀那識」，亦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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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識能夠執持種子的，不見「阿賴耶」，又無所謂叫做「含藏」，不見有「阿賴

耶識」，根本就空了它，空了它之後你就體驗到勝義諦了。是嗎？

「不見積集」、「心」當「積集」；積集那些種子就生現行，集起，不見有「積

集」這回事，亦不見有所謂「心」；不見，在定中體驗，當你證到真如的時候，不見

有眼，也不見有顏色做對象，亦不見有「眼識」出現，又不見有耳，不聽到有聲音做

對象，亦不見有「耳識」，也不見有鼻，不見有香做對象，及「鼻識」；不見有香做

對象，不見有舌有味，與「舌識」；不見身與觸及「身識」；亦不見有所謂「意」、

有所謂「法」、有所謂「意識」；知道一切都是無的，這是《心經》了，證到真如的

時候，體會到勝義諦的時候，那時諸法空，「空」就是勝義諦，諸法的勝義諦。

「相」，是相狀的情況，是怎樣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他

這裡沒有講，《心經》那樣講，那就怎樣？裏面有些什麼？修止觀修到這裏？

他說：「是故空中無色」，「空」就是勝義諦，在勝義諦裡沒有所謂顏色，「無

色，無受、無想、無行、無識，無眼、」「無眼」了；「無眼、耳、鼻、舌、身、

意，」無對象了：「無色、聲、香、味、觸、法」；「乃至無眼界」，乃至「無意識

界」，一路「乃至」到什麼？「乃至無老死，亦無老盡，」全部都假的，沒有的。如

果這樣，你叫做什麼？「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了。所以現在那些人，動不動空宗

及有宗，整天說衝突，衝什麼鬼突？其實，你讀一下《心經》，你剛好可以補充這

裏，是嗎？你讀到這裡，剛好可以補充《心經》，那些又說空有兩宗衝突的那些人，

那些人是蠢人來的。這樣，什麼都不見，這個即是什麼？你可以補充《金剛經》的，

「凡所有相悉皆虛妄」。「若見諸相」，不是說不見，「諸相非相」，即是怎樣？

「眼、耳、鼻、舌、身、意」這些相，都是非真實的東西，非真實的，即見如

來，那時就見到如來，如來指勝義諦了。剛好與《金剛經》合，沒有的，沒有矛盾

的，那些人又說怎樣矛盾，那些人是自己的智慧薄弱而已。聽眾：自己矛盾。羅公：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是名勝義善巧菩薩；」這些是真正的、勝義的善巧菩薩了。

「如來（齊此）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薩」。如來觀察他的程度，用這個程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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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說他是「勝義善巧菩薩」了。聽不聽得明白？即是說，得個「講」字的

不是「勝義善巧菩薩」。「勝義善巧菩薩」是講不出的，但你切不可誤會，我什麼都

不識就講不出了？不同，識在修止觀時體驗到的，就不是不識，不是這樣解，你明白

嗎？

明白了，這裏？一套大的唯識理論，就是根據這些來的，下面，一會就講完它這

裡。己二，結論了，不用講了，是嗎？「廣慧！齊此名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

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這個識解了？他說：廣慧啊！

「齊此」即是到了這個標準，就叫做對於「心意識」一切東西，一切所有的祕密、奧

義都能夠善巧，到達這樣的標準，就叫做了解一切祕密的善巧，如來就「齊此」，他

說如來對這些標準，就說他，「施設」即是說他，說他是對於「心意識」一切「祕密

善巧菩薩」了。

這樣即是說什麼？要根本不執著有個「阿陀那識」，亦不執著有所謂叫做「阿賴

耶」，亦根本連「心」都不講的，說都不對的，這樣那些就是真正的善巧了。即是現

在那些人整天好像講哲學，整套唯識講得津津有味，這些不能叫他做「善巧菩薩」，

但是你記住，不要以為那些講都不會講的，烏 sir sir的就是祕密善巧，不是這樣解，

是嗎？好了，那就講完了。講完了，釋迦佛就整了一首頌，一首偈，你看一下這些體

裁，後來中國的章回小說就受它影響了，《三國志演義》那些，慢慢的就有一首偈那

樣，「有詩為證」，又整幾句詩。

你看這首：「爾時，世尊（釋迦佛）欲重宣此義」，又想重複地宣說上文所講的

義理「而說頌曰：」講一首頌詩：這樣說，「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

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這裏不用解，「阿陀那識」的義理很深，深到那

些凡夫、外道所不能了解，很深，「細」者，那些小乘的羅漢都不懂的，都不清楚

的，那個「阿陀那識」裏面含藏的無數那麼多的種子，那些一切它所含藏的種子「如

瀑流」，好似那些一條很急的河流，河流，current，河流是由水點組織成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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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識」是由什麼？

就是由那一種子組織的，離開這一堆種子就無所謂叫做「阿賴耶識」，離開「阿

賴耶識」亦無所謂種子，「一切種子如瀑流，」這個「阿賴耶識」就是我們的生命

了，不過，「我於凡愚不開演」，他說，我釋迦牟尼對於那些凡夫未能夠學佛的，即

是未見道的那些凡夫，「愚」指那些什麼？小乘的羅漢，小乘的聲聞人，我不開演，

什麼叫做開？什麼叫做演？他未識，現在講給他聽的時候就叫做開，打開，「演」是

怎樣？他識就識了，但是不詳細，詳細講就叫做「演」，我對於那些凡夫、外道，

「凡」字兩個解釋，一些當凡夫、外道解，另外一些是未見道的人叫做「凡」。

「愚」是指小乘，我對於那些凡夫與那些愚蠢的小乘人我不開演這個「阿陀那

識」的道理，何解我不講？「恐彼分別」分別即是由思想起作用，叫做「分別」，恐

怕他起分別而執著，就執它以為這個就是「我」了。現在很多人就講，佛家有個靈魂

就叫做「阿陀那識」了，其實不是，「阿陀那識」不過是假立一個概念來解釋而已。

實際上哪有實際的「阿賴耶識」？<心意識相品>，這一品就是所有後來講唯識的老

祖宗了。最初就是這樣，不經不覺就講了三品了，以後就講另一品了。

聽眾：1988年 9月 10日。

羅公：「一切」即是所有，「法」就是東西，一切法。任何東西都叫做「法」，我們

的「心」，我們的每一個眾生的「心」有八個「識」，那八個「識」都是

「法」，每一個「識」有很多個「心所」，那些「心所」也是「法」。

我們見到的那些五顏六識的那些物質，這些物質也是「法」。同時有些很抽象

的，例如什麼？數學上的那些數，與那些科學裏面那些公式，也是「法」，這個宇宙

的本體是無形無相的，宇宙的本體，佛家叫它做「真如」，天主教、基督教叫他做

「神」，老子叫它做「道」，這些都是「法」。一切一切「法」，一切事物，不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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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無形的東西都叫做「一切法」。「相」，現在解釋這個「相」字，就要留意這個

「相」字了，「相」字，你看佛經，看「相」字，最低限度，時時有兩個不同的解釋

的，你們那些青年人，想懂一下，將來要看佛經的，第一就要看「相」字，有時就當

「體相」解，什麼叫做「體相」？「體相」即是實質。例如這個杯以什麼為「體

相」？杯以這些瓷質為「體相」，一個人以什麼為「體相」？

人以什麼？全身的細胞與那些化學的物質做「體相」，「體相」，聽不聽得明

白？「體相」即是實質，substance，實質，「體相」。有時就當「相貌」或者「相

狀」解，例如，他是高的，即是說他的相狀高，他是矮的，即是相狀不夠他高，高、

矮，相狀。某甲是肥的，某乙是瘦的，肥、瘦又是相狀，實質與相狀不同的，是嗎？

手指有多隻的，是嗎？鼻子只有一個，一個、多隻，又是相狀，一、多。還有，檀香

是香的，狗糞是臭的，香、臭又是相狀，是嗎？古典的音樂很莊嚴的，那些樂曲很莊

嚴的，現在那些搖擺樂曲就是砰砰蹦蹦好像拆屋那樣的，也是相狀，是嗎？這些叫做

「相狀」。

同時一個「相」字，在佛經裏面，有時當「體相」解，有時當相狀解，你自己想

看佛經，你未聽過，我告訴給你們聽，你就看有時明明那個「相」字就是相狀，忽然

間變成當「體相」解的，你就如入五里霧中了。是嗎？那時應該當「相狀」解，但你

當「體相」解，就亂了，搞不定了。聽人講課最緊要留意這些。這是什麼？方法，最

緊要方法，沒有方法，你以為我大學畢業，我什麼書都看得懂了，佛經很容易看得

懂，才不是，哪有這麼容易？你沒有方法，你是博士，你可能是哲學博士，但是你的

水喉壞了，你就搞不定了，因為你拿那個博士不是做水喉的，你個博士是講哲學的，

是嗎？所以，什麼都要講方法，要學方法，學佛經最緊要學方法。不要學蠢人，你記

得嗎？

呂洞賓，呂洞賓怎樣學仙？八仙的呂洞賓，呂洞賓他碰到一個漢鍾離，（鍾離

權，公元 168－256），這樣，漢鍾離就度他，想度他，在度他的過程有這樣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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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山側邊的花園就有塊大石，我指住那整塊石，整塊會變成金的，你喜歡這麼大

塊金嗎？當然喜歡，這麼大塊金，石頭那麼大變金。你看看，它馬上變金了！他用手

指一指，指向石頭處，整塊石頭變金。你看看，石頭還是金？他一看，確是金來的！

那個呂洞賓望住那隻手指，那個漢鍾離說：那塊金給你，你現在取吧！呂洞賓他

不出聲，你這個人真是奇了，這麼大塊金你都無興趣？是嗎？呂洞賓說：我不是沒有

興趣，我的興趣不在那塊金，我的興趣在你的手指那裏，看看怎樣我的手指可以學你

的手指，是嗎？金可以用完就沒有了，手指用完一塊就可以指另外一塊。這個意思即

是什麼？這段故事？這段故事就是告訴你，我們處理問題不要顧著那些材料，我們要

怎樣？

講方法，無方法，只是有材料沒有用，一個很好的廚子，你有魚翅、有些上湯，

燴起上來就很好吃，如果你叫我去燴，死了，肯定不能吃，何解？我沒有方法，那個

學過入廚的他有方法，同是一樣的材料，有方法，沒有方法是不同的，所以你們學習

就要怎樣？尤其是你們的後生仔（年青人）學習，去某個法師那裡聽經，或者某個居

士那裏去學習，你要學什麼？學他的方法，取得方法之後就不用理他了。呂洞賓如果

想要金整天要求漢鍾離指給他，如果你取得漢鍾離的手指去，你就不用理漢鍾離，你

用完那塊金你自己就指一指就可以了。最緊要拿方法。現在那些人就不是，現在那些

人整日聽經，最不好的，最蠢的這種人，我又罵人了，好像看明星表演那樣，看他講

得真是好了！好聽到極。

他講到好聽關你什麼事？是嗎？你要學，何解他講得這麼好聽？他是有些本領

的，取得他那些本領回來，當你拿了那些本領，你就不用去他那裡聽了，不如你來聽

我？我何須去聽別人的？是嗎？至緊要取得方法，這些就是方法。方法很多人不肯教

你的，我就無所謂，我年紀這樣老了，教了你，你也不能搶得我的去。你記住，你一

讀到這個「相」字，「體相」即是相狀。好了，現在講「一切法相」，一切「法」的

「相」，一切「法」的「相」，你說是「體相」，「一切法的體相」抑或「一切法的

相狀」呢？你就答一下我，你要想一想，一分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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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體相」。

羅公：「體相」又得，「相狀」又得，都可以解。

這裡「一切法相」，「相」，兩種都有，「體相」與「相狀」，即是一切「法」

的「體相」及一切「法」的「相狀」，何解呢？稍後你就明白。幾個字（稍後）後就

明白。好了，一切法的相狀我現在先講，佛家把一切法的「體相」或者「相狀」就分

為三種，一切法雖多，多到無量無邊，即是一切事事物物多到無量無邊，但是簡略來

講不出三類，不出三類，不是說一切法只有三種，一切法的「相」不出三種，哪三種

相？來到這裡你記住，這個「相」字又當「體相」與「相狀」解，你先記住這一句。

第一，這個「遍」字與這個「 」字是通用的，這個「遍」與這個「 」絕對通用徧 徧

的，「遍計」，「遍計所執相」，什麼叫做「遍計所執相」？「遍」即是到處、到

處，到處，到處，譬如你說，你的兒子去了街，我現在要找他，到處遍尋過都見不到

他，「遍」即是到處。

「計」者，計較，計較，什麼東西他都計較，到處計較，沒有一處他不計較的，

這樣就叫做「遍計」，因為他到處計較，整日計較的結果，結果是他執著了很多東西

出來，由於他到處計較所執，是執出來的，那種「相狀」，「相狀」，就叫做「遍計

所執相」，由於他到處計較，計較，整日計較，計較的結果是沒有那種就執那種，執

出來的，本來不是實際有那些存在，夾硬執的，疑心生暗鬼，本來無惡鬼，因為你有

疑心，你個疑心到處計較，到處懷疑，硬是沒有那種就執出那種，你所執的那種東西

就叫做「遍計所執相」，聽不聽得明白？

有些人買了一間屋來住，他聽見別人講，四處去尋，這間屋以前有些什麼東西，

有個無陰功的人就說有鬼的，嚇一嚇他，他就周身覺得不安樂了，一進房間就不安樂

樂，整天覺得好似有鬼那樣。其實那間屋有鬼無鬼我們不得而知，總之屋就是一間，

你硬要無證無據，聽見別人街頭街尾講，你就說它有鬼了，因為你說它有鬼，聽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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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有鬼白天就無所謂，到夜晚黑黑的時候，你就好像真是有鬼，那邊有聲，啪一聲

你就以為是有鬼，就整晚睡不著，好像鬼來包圍你。其實根本就沒有東西包圍你，你

整天計較，無鬼都執出鬼來，是嗎？那個鬼是你所執出來的，那個鬼的「相狀」就是

「遍計所執相」，聽不聽得明白？

很多東西都是「遍計所執相」。好了，如果站在佛教徒來講，如果你是基督教徒

你就不是這樣講的，那些人整天去聖堂處祈禱那個上帝，根本那間教堂裏面只有一個

木頭做的十字架，打橫打豎在那裏，那裡有上帝在那裡？你那些人還跪在那裏向祂祈

禱，他心目中以為有上帝神靈在那裏，其實神靈在那裡？你以為有而已，是嗎？你試

下用探射機試下測一下看看，有沒有？測不到，其實那些人所祈禱的上帝是什麼來

的？「遍計所執相」。你說，羅生：你一味說別人，你佛教又怎樣？你沒有拜過佛

嗎？

佛教，如果你真是以為入到那裡拜佛，見到佛，見到這個佛像是用來象徵，代表

這個佛陀的，我是恭敬佛陀，我現在是向他來敬禮，要這樣看法，就好像你是英國

人，見到英國國旗升起的時候，你就立正，敬禮它，並不是說英國搬了去旗那裡，而

是那支國旗代表英國的立國精神，所以你就恭敬它，拜佛是這樣，如果你這樣去拜

佛，你所拜的佛，這個佛就不是「遍計所執相」，你明不明白？如果你以為真是佛在

那裏，給我拜了，他又赦我的罪，他又給我福，我拜完之後，我西方極樂世界已經有

個位了。你這個叫做什麼？你這個就叫做「遍計所執相」，明不明白？現在佛教徒之

中，十個佛教徒恐怕不少於三個是這樣想的，都是「遍計所執相」，拜一拜就要他保

佑你了，這樣死了人，走去念兩本經，就以為他作惡多端，你現在死了都不用落地獄

了，這樣還成世界？是嗎？其實這些他所信仰的，他所信仰的是什麼？

那個腦海裏面的影子而已，這個影子就是「遍計所執相」，只有 image就無實

質的，其實那個 image的那個「相狀」是他自己放射出來的。「遍計所執相」，聽

不聽得明白？「遍計所執相」有時都有些惡的，有些是不惡的，但也不是好東西，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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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固然，譬如有一種人，有種拜神的人，專門替人整咒來咒死人，有些這樣的東西

的，如果取得你，要找你多少（一些）的，不找多少可以嗎？很高手就行，不是高手

要找到你的頭髮，或者拿你的時辰八字，釘落公仔（布偶）那裏，其實他都是「遍計

所執」，執著這樣就行。

譬如他拿了你的頭髮，他找個公仔，將你的頭髮整進去用來代表你，日日念、

念、念那些邪惡的咒，念咒的時候發惡那樣，狠毒的心，譬如拿一口釘，日日那樣

念，念一百幾十次，在你的眼睛處釘，日日那樣釘，你會，事實是精神影響力做到，

在他來講，其實根本這個就不是代表了一個人，你怎能咒他？這是「遍計所執相」，

以為這樣就行的，在他來講就是「遍計所執相」，這個是惡的。但是有些「遍計所執

相」是不惡的，是善的，不是善的，有些是有漏，有些是「有覆無記」，無記性的，

「遍計所執性」有些是無記的，例如什麼？

哲學家執著有個，這個世界有個本體，好像那些學老子，學莊子的認為，這個世

界有個本體叫做「道」，這個「道」是什麼？那有個「道」擺在他面前？這個是不是

「遍計所執性」？還有，學佛哲學的，嘿！這個「真如實性」，我現在日日去參禪，

我想參出個「真如實性」出來，其實他那個「真如實性」是什麼？完全就是他腦海裏

面的影子來的，這個「真如實性」是「遍計所執性」。這樣你一了解什麼叫做「遍計

所執性」，你就明白了，那些人白日見鬼，那些鬼就是「遍計所執性」，是嗎？

有些人睜開眼睛見到空中有個觀音菩薩出來，拿住楊枝灑甘露，都是「遍計所執

性」的多的，有時也不一定是，有時是「依他起性」的，這個有多結論，多數都是

「遍計所執性」。你說，佛家執真如都是「遍計所執」？如果你執著有個實真如你就

是「遍計所執性」了。這樣你一讀到這裡就明白了。六祖也是問人，我有種東西，無

頭、無尾、無底、無面，你們這些人識不識？個個都愕然，那個神會和尚十三歲大，

這就是本源佛性嘛！六祖即刻罵他，你這個「知解宗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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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講得對的，何解六祖罵他？六祖故意罵他，如果你不是體驗到的，你以為

有個實的叫做「本源佛性」，你這些是就執著來的，明不明白？如果你真是體驗到的

時候，這個不是「遍計所執」，如果你說，我知道這個「本源佛性」是假名而已，指

那種東西，這是我所未達到的，你這樣了解，就不是「遍計所執性」，聽不聽得明

白？好了，這樣來到這裏，我們知道，執著世界上有個神創造世界，這個神是「遍計

所執性」，執著有個佛在這裡來保佑你的，也是「遍計所執性」。

還有，那些執著有鬼，有什麼的，那些又是「遍計所執性」，執著那些法術可以

做什麼，都是「遍計所執性」。你說，那些法術又靈的，因為你整天執它，執的結果

就發生了精神影響的作用，所以靈，但當你的精神消失的時候，一點都不靈。即是好

像你學神打的時候，神打可以的，我念這個咒就得了，得了，這個時候，你越執這個

心，真是刀斬不入，但是當你精神散漫的時候，莫講刀斬不入，用一塊瓦刮你都出

血，不行的，是嗎？何解？「遍計所執性」是假，但是有時是有用的，但有用的東西

未必就是好東西。

執著有所謂「道」，執著有所謂「真如」，如果你是執它，以為它是實有的，這

是「遍計所執性」；如果你是知道這些是我的識所幻變的影子而已，這個就不是「遍

計所執性」。來到這裏，假使你什麼都不識的，你又念觀音菩薩，我又念觀音菩薩，

你念觀音菩薩有九成八九是「遍計所執性」，我念的觀音菩薩，不是「遍計所執

性」，是「依他起性」，因為我認為這個觀音菩薩是幻的，在我個心的影子出現，你

又不是，你是有個實的觀音菩薩，所以你的那個是「遍計所執性」，我念的那個是

「依他起性」，聽不聽得明白？

你不要嬲（惱），你漸漸就知道這個是「依他起性」了。講回來，所有東西如果

是靠執出來的，沒有一件客觀的實質在這裡，都是「遍計所執性」。你又會駁我了，

科學家用很多公式，數學上很多 formula的東西，那些東西你說它沒有用嗎？很有

用的！你是不是「遍計所執性」？如果你這樣問我，我就怎樣答呢？我答你，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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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怎樣看法？難道沒有用嗎？

不是絕對說它是好東西嗎？我沒有說它沒有用，有時越執得緊要越有用，是嗎？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有用無用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是真假的問題。好了，這樣兩

看，如果你這個科學家蠢到以為真是這個世界上有一條一條的定律，一條二條 law在

那裏，實的，死板板的，你所執的那條 law是「遍計所執性」；如果另外一個知道科

學家的 law，那些定律，是什麼？

是把世界上的那些物質現象，屢次屢次都是有一種共通點的，都沒有例外的，於

是將這些共通點來收縮，就成為一條定律，一條 law了，所謂 law都是假設的，不止

假設，law有時有些錯誤的時候，發現有例外的時候就要修正了，不是實在的。如果

你這樣了解，同時你知道，在未曾修正，未曾發現錯誤之前，我們要利用這個 law，

它令到我們的生活改進，但是如果發現有例外和需要修正的時候，這條 law都要廢

除。如果你這樣知道這些都是假立的，他那條 law，他的腦裏面所看的那條 law，是

不是「遍計所執性」？不是，是「依他起性」。同是科學家，都有兩種。聽不聽得明

白？同是信神，信神有兩種人，大科學家，那個誰？Einstein（Albert Einstein 1879

－1955），信上帝的，牛頓信神的，同一個文盲走去教堂信神，不同的，你一個文

盲什麼都不識的，整天去求神，求上帝給福你的，這個他所信的那個神是「遍計所執

性」。聽不聽得明白？

Einstein（愛因斯坦）這些人信，他的信法就認為這個茫茫宇宙有這麼多的定律

控制，一定有個實質的，基本的實質的，不會是完全虛無的，這是最基本的實質，我

們叫他做 God。叫它做上帝。這樣，他就不是「遍計所執性」。明不明白？聽不聽

得明白？這樣同是一種東西，同是一隻杯。好了，我現在講一件笑話，等你們醒一下

目。從前有一個人有大把錢，他整天去買古董，但是他又不是真正識古董，不是真正

識古董而又買古董就整天被人騙了。有一次，有一個開古董鋪的人，從前，你們年青

人未見過，你有這麼老，與何先生這樣的年紀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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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種東西叫做夜壺，叫做什麼？又叫做尿壺，現在就有水廁，有套房，夜晚

要小解，你走去水廁那裡。以前沒有的，沒有怎麼辦？又沒有水廁，又沒有套房的，

人人都是女子就一個桶，男人夜晚就一個壺，好似一隻鴨子那樣的，放在床底下，如

果要小解的時候，就用來做小解的器具，那些叫做尿壺，尿壺你知道嗎？像一隻鴨的

樣子。這隻鴨那樣的，他造的時候用陶器，用瓷器或陶器整成兩個殼，一個兜，一個

凸，一個面，一個底，將兩個合起來將它壓實，黐好它，黐到一起送到窯裡用火，過

千度熱，七、八百度熱力來迫它一燒，一燒它就黐實了，燒好之後整個壺，挽起來像

隻鴨子。

那些夜壺，夜壺用得久了，一世幾十歲的人，總會用過幾個夜壺的，它用得太舊

了，因為日日沖水洗的，用得太舊丟了它，丟時那個面無用又難看就丟了它，底像一

個 那樣的有些用，就放在從前那些舊屋的叫做天井那裏，就是外面的那些，放在那篼

裏整日風吹雨打，打得三幾年沒有動，那個 就古色古香了，不臭不餲了，那樣就古篼

色斑斕那樣。

剛好那個古董佬那天就收買了很多酸枝架，他拿起酸枝架想想，放什麼東西上去

好呢？酸枝架那麼靚？那個東西都不錯，於是就將那個夜壺底放上去，一放上去，剛

剛好！於是拿出去擺到玻璃櫃裏面，放在那裡，那就一定貴了，古代的東西，寫住

「晉朝的筆洗」，朱子之流寫字用來洗筆的，晉朝的筆洗。那個買古董的世家子常常

買古董，一可見，生平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就問那個古董佬這個要多少錢？他說：

這個好貴的！別人寄賣的，他要一百兩，我還要有些手續費，不過你與我那麼熟，就

一百兩，不收手續費了，就一百兩算了。他趕緊就去買下，買下來。

那個古董佬，有一個老人家看不過眼古董佬這樣賺錢，這樣斬人不是辦法的，而

上面的那個蓋就扔在垃圾堆裡，那個蓋積了幾年還未扔掉，他說：還有一個。還有一

個嗎？有個蓋才完整的，你有嗎？他說：有，先給錢，我把蓋也給你。那個老人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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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廚房裏的垃圾堆裡找，把那個蓋拿出來，剛好。好了，講到這裡，他以為是這個真

是晉朝的筆洗，根本晉朝就沒有這些筆洗，是嗎？這個東西不是筆洗，但你這個人肯

拿錢去買以為是真的筆洗。當你這時候，你這個人，這個買古董的人的心目中，那個

筆洗是什麼東西來的？

沒有實質的，那個筆洗是什麼？就是「遍計所執性」。因為你好玩古董，到處計

較，執了這件東西出來，如果你不是到處計較，別人想騙你是騙不到的。是嗎？「遍

計所執性」。明不明白？但是這個缸瓦的東西不是「遍計所執性」，這個缸瓦的東西

是真的，不過你執它為筆洗這種東西是假的，明不明白？「遍計所執性」。現在那些

人見神、見鬼那些，百分之八、九十是「遍計所執性」。明白了？甚至你說我讀佛

經，執住個佛在那裏，以為那個佛都不死的，他永遠在這裏保佑著我們，都是「遍計

所執性」。這樣，第一個「遍計所執性」。什麼？

聽眾：智者大師他修這個法華三昧的時候，見到這個靈鷲山，這個是不是「遍計所

執」？

羅公：如果他執它是實的就是「遍計所執性」，如果他知道這不過是我的善根修定，

這些是我的善根力生起一種這樣的幻象，或者佛的加被力，令我見到有這種幻

象，他知道的，智者知道的，他就不是「遍計所執性」。

如果我們真是以為他真是見到佛在這裡講話，這個傻仔就是「遍計所執性」。智

者大師他清楚的，不是「遍計所執性」，你明白嗎？好了，這樣「遍計所執相」，這

個「相」就當「相狀」解呢？抑或當「體相」解呢？當「相狀」解，只有「相狀」都

沒有實體的，是嗎？「相狀」而已，這個「相狀」，這個「相」字是當「相狀」解。

但是，印度，凡是文字都有些，不論怎樣，講得出、寫得出的文字語言都有些缺

點的，印度的梵文都有很多缺點的，英文固然缺點很多，中文缺點更加多，那個

「相」字當「相狀」解固然是用「相」，是嗎？當「體相」解亦是用「相」，但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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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體相」解的時候，就時時用「自性」這兩個字的，當「自性」兩個字解時，普

通就當「體相」解，「自」即是它自己的「體相」，叫做「自性」，但是「性」字與

「相」字是通用的，所以「自性」有時當「自相」解。

即是說「遍計所執相」有別處叫做「遍計所執自性」了，這個「自性」當「相

狀」解的，因為「性」字「相」字通用，所以「遍計所執相」又叫做「遍計所執」的

「自性」。所以你初學的時候以為忽然間又說「自性」，忽然間叫做「相」，這樣怎

樣搞？一句說話你解決了，「性」字與「相」字通用，是嗎？所以「自性」可以當

「自相」解，既然「性」字與「相」字通用了，那個「相」字有時又當「性」字解，

聽不聽得明白？豈不是很亂？佛經令得人那麼難懂，為何不將它來劃一？沒有辦法，

幾千年就是這樣，你怪誰好？怪就怪都是我們的祖宗，我們的祖先，是嗎？

幾千年就是這樣成為了習慣。即是等於一個人，說世界上最沒有用的，就是我們

的眼眉毛，眼眉毛最無用，眼眉毛如果生在手指上還有用，讓我們不要買刷子刷東

西，眼眉就只是有些汗滴下來擋一擋而已，如果我們沒有汗的時候，天時不熱的地

方，眼眉毛根本就沒有什麼用。一樣，這些就是執它有用、無用，這些有用、無用不

就是「遍計所執性」？是嗎？我們沒有辦法的時候，這就是缺點，「性」字與「相」

字分開它嘛！何解會搞到亂龍？我們的祖先先亂龍有什麼辦法？是嗎？沒有辦法。

這樣就是「遍計所執相」，是到處計較執出來的那個 image的那個「相狀」，

這個又叫做「遍計」，那個「相」字與「性」字通用，又叫做「遍計所執性」，或者

「遍計所執自性」，「自性」兩個字只是用「性」字，這樣就明白什麼叫做「遍計所

執相」了。這樣我們在世界上見到的東西，有些是屬於「遍計所執性」。好了，第二

種性了，「遍計所執性」直情是虛渺的，第二種是不虛渺的，靠、憑藉，「依」字當

「憑藉」，「他」就指因緣，「因」，一件東西的主因，這件東西，造出一件東西的

主因，其他的條件就叫做「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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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因」與「緣」都是條件，「因」是最主要條件，非有它不可的，原因，

「緣」就是其他的條件，最主要的條件之外的其餘的一切條件，佛家認為單是一個

「因」是不能夠產生結果的，還要有很多緣去輔助的，要有「因」與「緣」的結合，

互相調協，即是說要「因緣」要和合。這個「因」與多個「緣」，一個「因」與多個

「緣」互相調協和合然後才會產生那個果出來，這個「他」就是指「因」與「緣」，

「依他」即是憑藉「因」與「緣」起，「起」即是生起，「生」，憑藉「因」與

「緣」和合生出來的。

「相」，「相狀」，但這個當「體」，講到這裡，先解釋了這裏，「依他起

相」，這個，實在這個比較實在。譬如，剛才講的那個古董鋪的買古董的人，以為這

個缸瓦東西真是晉朝人的筆洗，這個所謂「筆洗」是「遍計所執性」。但是這個缸瓦

做出來的這個夜壺底，這是有「因」有「緣」而生的，「因」是什麼？用那些缸瓦、

陶瓷做「因」，「緣」就是那些火力與工人去整它的那些「緣」，那些「因」與

「緣」結合而產生出來的。

還有其他的因緣，打爛了，爛了，有風吹雨打變成古色斕斑，這些都是「緣」，

這件東西就是依因緣和合而有的，叫做「依他起相」，那件那樣的「相狀」，聽不聽

得明白？這樣即是說你拜佛，以為真是佛坐在那裡受拜，你那個佛就是「遍計所執

相」。但是你知道，這個不過是象徵的佛，我恭敬佛，佛不是木頭來的，這是木頭來

的，這是偶像來的。這樣，這個偶像的木頭是什麼？「依他起相」，明不明白？

如果你清楚，頭腦清楚的人，你拜佛，憑藉這個「依他起相」的偶像來表示我對

佛的恭敬，他就沒有犯過失的。不是迷的。但是你烏凜凜，以為那個真的佛給福你，

你這樣就是迷了。同是拜佛，是嗎？一個迷，一個悟不同，這樣這個是「依他起

相」。那些「遍計所執相」，每每在「依他起相」上之上加一層在那裡，就成為「遍

計所執相」，是嗎？何解？明明是夜壺底，這是「依他起相」，他說它是筆洗來的，

這就是在「依他起相」上面加多一層東西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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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這樣，那些人蠢的，見那裏是黑，剛好有隻老鼠走過，勒勒聲，他就說鬼

呀！鬼出來了！老鼠出來勒勒聲，這是「依他起相」，你說牠是鬼出現，這個是「遍

計所執相」，在這個「依他起相」上面加多一層，「遍計所執相」。有時是加，有時

是憑空構出來的，那些神經的人，根本不見東西，卻又說這又說那。那些紛亂的人平

時不修定，平時不念佛的，臨死的時候又說有有牛頭獄卒，又見到什麼？火山壓頂之

類，其實哪裏有些東西？這些都是幻象。「遍計所執性」，「遍計所執執」，執它為

實，是「依他起相」。

這樣這個「相」字，是「相狀」抑或「體相」？你說，「相狀」或「體相」？這

個是兩種都有，一方面是「相狀」，但它是有實質的，這個實質不是最徹底的，這個

實質是我們的「識」變的。「體相」、「相狀」都通，有些經，有些論就說當「相

狀」解，應該是這樣。我這本圓測法師的，就說它當「相狀」解。我聽太虛法師講經

是時候，太虛法師就說這個「依他起相」是「體相」、「相狀」兩面都通用的。是不

是兩面都通用？你聽不聽得明白？黃太太？

聽眾：聽得明，你講得很明白，我這麼蠢我都明白。

羅公：你呢，聽不聽得明白？「依他起相」。

聽眾：這些依他起相，是不是「緣生」的？

羅公：「依他起」不就是「緣生」？所以有人譯做什麼？「因緣生法」，「因緣生

法」，「依他起相」即是「因緣生法」，「遍計所執」即是什麼？分別。現在

禪宗整天講，你起分別了！這個是分別了，所以那些人讀禪宗的東西，動不動

就說人家起分別，人家不分別他都說人家分別，人家講一聲就說：你起分別

了。「分別」，以前的人譯「遍計所執性」譯做什麼？分別，分別相，「依他

起相」譯做什麼？「因緣所生法」。「因緣所生法」，「因緣所生法」，你說

它是「遍計所執性」就不用講了，它是沒有的，根本無實質的，全無，「依他

起性」是有還是無？有，但是不是實有，幻有，明白嗎？幻有，有而不實就是

幻有了。「遍計所執性」就全無，完全是你的主觀，你的妄情執它出來。

聽眾：羅先生，那個念佛念到臨終那時，見到佛來迎你，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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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依他起性」，那是「依他起性」，那個不是「遍計所執性」的，你都沒有

想，眨眼確實見到的，這個是「依他起性」。所以念佛，同是念佛，有些人念

佛，但有些人到他臨死的時候見到的佛是「依他起性」，那是靈的，是「依他

起性」。

聽眾：譬如我說念佛，怎樣念然後才不是「遍計所執性」？

羅公：不要緊，由它先遍計所執，念佛，念佛的好處就是這樣，越執越好，你不是向

惡的，你殺人放火就越執越弊，你念佛就越執越好，不怕執。

聽眾：如果你念佛，念而無念，沒有一個佛你是能念、所念的時候，你就不是「遍計

所執」了。

羅公：那是無「依他起」，無「遍計所執性」的，沒有「遍計所執性」時你念時就只

有「依他起性」，將「依他起性」到最後，你念到連「依他起性」都忘記了的

時候，那就是「圓成實性」，那個就是「真如」了。所以你念佛有這個好處，

所以你執也可以，如果你學禪宗，學唯識宗你執就不對，淨土宗你盡管執吧。

聽眾：愈執愈好。

羅公：有時愈執愈靈，對於老人家或者對於什麼的，他不能夠學的，鼓勵他念佛，念

佛執著，不怕越執他越好，由得他，第二世他就不執了。他今世那條路近了，

由得他執。聽眾：這樣連「依他起性」都沒有了，最究竟了，是嗎？念佛念

到。

羅公：你一明白那個道理就知道它是「依他起性」，知道亦不要緊，最怕你不知這個

「依他起性」，又不信「遍計所執性」，這些人最弊了。所以現在學佛的人，

最棹忌就是那些學了兩本科學的教科書，讀完出來呱呱叫，那種人就不可救藥

的。聽眾：那個自性念佛是屬於什麼？

羅公：「自性念佛」者，即是知道佛，所謂佛不過是我們的心的影子，都不是實的，

這個如果我們執他是實，就是「遍計所執性」，是執著，是分別，我們不起分

別，但是我憑藉我念這位佛，令到心清淨，我心清淨，佛不是無，但當我們心

清淨的時候，我亦可以花開見佛的，一切都是唯心，所謂見性即是心而已。聽

眾：實際上就是念到你自性佛出現。

羅公：對、對！自性佛出現，其實自性佛出現，你所見到的那個阿彌陀佛自己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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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個是「依他起性」，這個都是你的自性來的，那個佛是你的「第八

識」，你的「第八識」會變阿彌陀佛的種子，那些種子起現行，變起你自心的

阿彌陀佛，但你不是憑空變得起的，他有阿彌陀佛的「依他起性」，阿彌陀佛

在你面前，他加被你，是呀。聽眾：即是互相感應？

羅公：互相感應，即是你的那個影子後面有個實質的，那個實質是「依他起性」，不

是「遍計所執性」，如果就是這樣：念佛呀！

給你一幅畫，那些是「遍計所執性」，所以不同就是這樣。 Introduction，有個

Introduction的，中國人就叫做「玄義」了，「玄」者遠也，即是很深遠的意義，這

本未開講之前，先講這種與這本經有關的，很深遠的意義的道理，先講出來，講要從

何處開首講呢？它分五個層次來講，「名」、「體」、「宗」、「用」、「教」嘛！

是嗎？

每講一本經，先說「名」，解釋這本經的名，這本經的本質，即「體相」，本質

即是體相，什麼做「體相」？天台宗以聲為教「體」，聲音為「體」，這本經以什麼

為宗旨？「宗」；這本經的「用」是怎樣的？作用是怎樣？purpose是怎樣？它的

五時八教裏面，它是屬什麼時間？

這樣天台宗都是用，即是好像刻板那樣，用那個「五重玄義」，唯識宗用十重來

解，譬如解《心經》那樣，第一是什麼？「教起所因」這本經，怎樣「起」的？這本

經，跟著就「辯經宗體」了，這本經以什麼為宗旨？本質是什麼？「宗」即是「五重

玄義」的「宗」，「體」是「五重玄義」的「體」，它將天台宗的「五重玄義」的兩

重一縮， 成一項，唯識宗就更加複雜一些，你至緊要知道，「五重玄義」並不是什缩

麼玄妙的東西，而是一個 introduction分五個層次來講，就是這麼簡單。我們這樣

看東西，看佛經，很容易看。好了，我們講完它。

聽眾：讀一本經，有時很難分得它是什麼「宗」，什麼「體」，所謂「明宗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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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霧水的。

羅公：「體」就每部經都一樣，「體」就什麼？以聲音為「體」，是嗎？

講實的「體」就是聲音為「體」，講這個聲音而已，噹噹聲的聲音沒有意義的，

這個裏面有意義的，聲音裡面能夠代表某種意義，這個就變成「用」了。「用」就是

什麼？名句文身，名句文身就是「用」，「體用並論」是什麼？「聲名句文」為

「體」了。剛才我解了《心經》，昨天解了，「體」解了？「攝妄歸真」，什麼都是

真如為「體」，「攝妄歸真」、「攝假從實」、「以體重用」又可以，又可以怎樣？

「體用並論」的。什麼經都可以用這四種「體」，講「出體」就唯識宗講得好過天台

宗。那些人讀書讀得少，就以為天台宗很了不起。好了，我們講回這裏。

三個「相」，一切法的「相」有三個，我講了兩個「相」了，還有第三個「相」

是什麼？第三個「相」，「三相」若記得，你對什麼「空」、「有」你會很明了的。

三個相，一切法中有一個「相」，叫做「圓成實相」，留意，這個相難解些，

「圓」，圓字與「遍」字一樣解，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叫做「遍」，「圓」者，不是

圓滑那樣解，這個「圓」是解周遍，什麼叫做「周遍」？無乎不在，無時不在，無處

不在，時時都有它在這裡，處處都有它在這裏，這是什麼？

物質是不行的，是嗎？有些地方沒有物質的，這一定是什麼？一定是無形無相的

才可以的，有形有相的東西怎能到處都有？是嗎？老子，老子都了不起，他叫它

「道」，「道」無處不在的，是嗎？你真正想三教合一這樣講法，佛經通透了之後這

樣講，不要緊，但是如果現在那些報紙登那些人講三教合一的，那些就真是不敢恭

維，這樣搞，搞亂了別人的耳目。圓的，記住，一定是無形無相的才能夠無乎不在

的。有形有相是怎樣解？凡是一種東西有形的，一定有東南西北四面的，是嗎？

如果你說沒有東南西北四面的，怎會有形？譬如這個是有型的，一定有東面，有

南面、有西面、有北面，是嗎？詳細地講還有東南面、西南面、西北面，東北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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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的。有方向，一定有上下，是嗎？一有了東、南、西、北、上、下就弊了，就不

能遍了，何解？你說在東面，東到那裏為止呢？你說到這裏為止，那麼這裡以外就沒

有你了，你即是不能「遍」了，是嗎？所以有些人說無形都得？無形才可以遍，你想

一想，記住。聽不聽得明白？

這個有形的就不能遍，所以一定是無形的，無形的就變成了沒有內外，無內外，

一有內外就不行了，就有形就有內有外，裏面內，這裏叫做外，聽不聽得明白？有內

外就弊了，何解？有內外就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無外面才是最大，你說還有外面，

即是你不是最大，有外面就不是大，有外面大過你，所以莊子有一句話，「至大無

外」，一定要大到無外面的才叫做大，沒有外面即是無形，有形又怎會有外面？是

嗎？明不明白？

最大的東西一定無外面的，有外面的東西就不是最大了，因為外面包住你，你怎

會最大？外面才是最大，你不是大，所以最大的，大到無外面的。來到問你了，你的

真如法性，你的真如自性，有無外面？你答，無外面的，因為有外面，你的真如自性

就不能夠「遍」，不能夠無乎不在，好了，無外面，有裏面可以嗎？

既然無外面，何來有裡面？外面、裏面有個標準的，這是 center裏面，這是

center外面，都無內無外，何來有外？所以亦無內，是嗎？這樣不是很笑話？這個

世界原來又無內又無外，是這樣，你執它有內、有外的，你這叫做什麼？「遍計所

執」，明不明白？執著這個世界有內有外的，在佛教來講，這是遍計所執，如果在禪

宗的人來講，這是你起分別，這是分別了，禪宗人的所謂「分別」，即是「遍計所

執」。好了，「如」就沒有外的，根本沒有東西的。

無內無外即是無形了，無內無外即是無東、南、西、北四向了，這樣即是無形

的。聽不聽得明白？無形的，shapeless，無形的，shapeless，無形的，「圓」，

無乎不在就叫做「圓」，圓，第二，「圓」表示什麼？表示那些有形有相的，有一定

22



範圍的東西，就不夠「圓」了，是嗎？現在這個是「圓」的，「成」，「成」即是成

就的，「成就」是怎樣？永遠不會失去的，叫做「成」，「成」就是成就，如果那件

東西今日有明日就沒有了，這樣成就不成就？

即是你現在做官很排場，明天就革職了，你做官的功名成不成？「成」就是不會

沒有了才叫做成就，是嗎？你的事業成就了，不會崩的，最低限度你死之前都不崩那

才叫成就，做兩年就破了產，連監牢都有得坐，你的事業成就不成就呢？「成」者就

是不變，即是凡是無常的東西都不能叫做「成」，「成」的東西一定不會是無常的，

永恆的，everlasting永恆的，「成」。「圓」就是無處不在，無處不在，無乎不

在，是嗎？「成」者永恆不滅，不變的。好了，不滅，何解《心經》又說「不生」？

「不滅」的當然是不生的，是嗎？它都不會滅的，何來有生呢？

你找一樣東西，不會滅的東西怎樣會生？這個宇宙，茫茫宇宙誰生它出來？這個

宇宙的實體，這個真如實體，這個「道」，誰生它出來？你說有一個上帝生的，那麼

上帝又有由誰生？一路打穿沙盤問到底，始終都是無生。除非它會滅才有生，這種東

西不滅的就不會有生，所以不滅一定是不生。同是一種東西，它不生的一定不滅，

「成」的，不生不滅的，成就，不滅的，又可以叫做不變的，changeless，不變的

叫做「成」。

天台宗的人最歡喜用什麼形容不變？湛然什麼，湛然是形容什麼？「湛然」是一

個 adverb，形容它不變，湛然不變的。「成」，識解了，有種東西又「圓」又

「成」的是什麼？一定不是眼能見到的，眼見到的一定有形的，它「圓」的「遍」

的，即是無形，無形的東西眼怎麼可以見到？眼見不到。還有，鼻能不能嗅到？鼻嗅

得到的東西就一定是無常的，是嗎？現在嗅到，一會就沒有了，它這個一無常就不得

成了，所以它又圓又成的，所以那個什麼？那個真如自性一定用鼻都嗅不到的，聽不

聽得明白？用手摸不摸得到的？你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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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摸不到。

羅公：何解摸不到？你講出理由。

聽眾：無相。

羅公：因為它無形無相，手怎能摸得到？手摸不到？

聽不聽得到？凡聽到的聲音都是無常的，它是「成」的，「常」的，所以聽不到

的。用舌頭能否嚐到？都嚐不到，無形的，怎能嚐到，是嗎？所以「前五識」，「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不會接觸到真如自

性的，而「真如自性」即是佛的法身，即是說用這「五識」不會接觸到佛的「法身」

的。所謂佛的「真身」，佛的「法身」，即是換言之，即是那個真佛，我們用眼睛是

見不到的，用耳聽不到；用手摸不到，你一讀《金剛經》你就明白了，「圓的」、

「成的」、還有真真正正的實的，種種東西都是幻的，「遍計所執性」就更加是幻

了，完全沒有的，「依他起性」也是幻有而已，不是實的，只有它才行，實的，不是

虛妄的，實的，really的，聽得明白嗎？

又「圓」、又「成」、又「實」的，那種「相」，這樣還有「相」嗎？它的「無

相之相」，是嗎？「無相」都有一個「無相」的符號的，「無相」，「無相之相」，

這個就已經不是「相」了。這是什麼？好了，現在這個「圓成實性」，這個「圓成實

相」應該是「體相」抑或是「相狀」？你答我陳芷君？

聽眾：「體相」。

羅公：「體相」了，不能用「相狀」，它「無相」嘛。

好了，這樣「相」字當「體相」或「相狀」解，如果「遍計所執相」就只可以作

「相狀」解，「依他起性」，你都可以當「體相」、「相狀」都可以，或者直接當它

是「相狀」解都行。「圓成實性」就不當「相狀」解的，當「體相」解，所以一個

「相」字，這樣三開。這個「圓成實相」即是什麼？即是「真如自性」，《六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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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那個和尚仔說那個無頭、無尾、無底、無面的就是什麼？不過六祖說得滑稽些，

其實無頭、無尾、無底、無面不就是「圓成實性」？無頭無尾即是什麼？無底無面即

是無相無形了，無頭無尾即時間無開始、無結束就是「成」了，是嗎？不就是又

「圓」又「成」？

不過又「圓」又「成」講得太嚴肅了，六祖就好像很輕鬆，無底、無面、無頭、

無尾，他即是用很輕鬆的話來講，就這樣解，這個「圓成」即是真如，佛所證到的

「法身」就是了，你見道的時候所見到的就是這個傢伙，這個是有還是無？這是實有

了。現在將「三性」來做什麼？「遍計所執性」就是全無，全無，「體」、「相」都

無，體質無，相用亦無，「依他起性」，幻有，假有，「遍計所執性」就全無，「依

他起性」就假有或者幻有，「圓成實性」怎樣有？你答。

聽眾：實有。

羅公：實有，分三個層次，全無、假有、實有，是嗎？

好了，同是一種東西，譬如你這個人，你是什麼？你是那些細胞，無數的那些

cell，細胞造成的，根本就沒有個「我」在這裏，你執著有這個「我」，這是什麼？

那個「我」是「遍計所執」執出來的，「遍計所執性」，但是細胞所造成的這個人，

這個會郁會動的這個人，這個是「依他起性」，這個「依他起性」的人的實質不外就

是什麼？真如所顯現的，這個真如就是圓成實性。同是一個人，「遍計所執性」是

他，「依他起性」也是他，「遍計所執性」也是他，角度、觀點不同，就看出了三種

不同。聽不聽得明白？你新來聽，聽不聽得明白？

漸漸聽久你不只會明白，你還會聰明，是呀！這樣用慣了腦你會聰明的，你覺不

覺？學佛經之後與未學之前，你會聰明了，看事情會有不同的看法。這樣就「三

性」。現在整天說：這種東西是空還是有的？若你執著它是實的，就空的，全無就是

「空」，但是如果是「依他起性」就是幻有，幻有是非空非不空，是嗎？這個呢？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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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有，你豈不是執？既然你說我執，那就不可說囉！不講，沒得講，不可說，明

白了嗎？

這一品整品是說明三種自相，三種相，一切法都具此三種相，一切法雖多，無量

無邊，但是將它來縮龍成寸，不外是這三相，而三相之中不是離行離列那樣的，這一

撮「遍計所執性」，這一撮是「依他起性」，那撮是「圓成實性」，不是，同是一種

東西，你純粹主觀出發，你的妄情出發，你所得到的這個「相狀」就是「遍計所執

性」，如果你了解眾緣和合而生，緣散則無，緣合則有，幻境的這一套，「依他起

性」；如果你知道，幻相都是假的，都是無自性的，那個勝義諦，真正的勝義諦不是

無，不可說，這個不可說的勝義諦，圓成實性，圓成實性即是真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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