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個勝義諦，真正的勝義諦不是無，是不可說的，這個不可說的勝義諦是圓成實

性，圓成實性即是真如。即是六祖所講的那個「真如佛性」，是嗎？亦即是這部經所

講的勝義諦相，即「圓成實相」。聽得明白嗎？你現在講回頭，講來講去不又是勝義

諦相？是呀，講來講去最怕你不明白勝義諦相，你明白你已經成了佛了。是嗎？聽得

明白嗎？這樣就了解三相了，是嗎？了解三相就可以讀一下經了。〈一切法相品〉，

我們，你最好再看一看這個表，第一頁那裡有一個表的，是嗎？

聽眾：是。

羅公：這部經分做兩部分的，是嗎？

一部分是〈序品〉，這個 introduction 了，是嗎？就叫做「序分」，第二分就

是其餘的七品，就是「正宗分」了，其他的經還有一分叫「流通分」的，不過這部經

沒有流通分的。全部無「流通」嗎？也不是，每一品裡自己有流通分。其餘的七品正

宗分分做三部分，一部分講境，「境」者，我們修行的目標，我們所了解的對象，

境。我們的知識，我們的 wisdom 所了解的 object 叫做「境」，「境」就是境界，

有境一味講到天花龍鳳對於了解境是無用的，要修行，講「行」。

「明」、「明」即是說明，修行，如果修行沒有效果的，我們不要去修，一定要

有效果，這樣依照這個修行有效果的，說「果」。這樣現在，我們現在講來講去講了

這麼久只是講「境」而已，「境」裡面有兩種境，一種叫做勝義境，是嗎？一種是世

俗境。勝義境，有一品專講勝義境的，哪一品？

聽眾：〈勝義諦相品〉。

羅公：〈勝義諦相品〉，講勝義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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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講世俗境的有三品，跟著講完這一品就講〈無自性相品〉。這樣，現在我們

講〈一切法相品〉，你看看，〈一切法相品〉，〈一切法相品〉，全品就分做兩部

分，第一部分就是問，那個德本菩薩問釋迦牟尼佛；第二部分就是釋迦牟尼佛答，

答、問答。現在問了，甲一是問，甲二是答。

甲一是問了：「爾時，德本菩薩摩訶薩白佛言：」「爾時」即是那時，到了那

時。那位佛學家，那個在美國的那個叫做什麼？Edward Conze(1904-1979)，他將

「爾時」譯作什麼？There upon，因為它有上文的，There upon。爾時那位叫做德

本菩薩，菩薩，菩薩即是譯音 bodhisattva，「菩薩」，覺悟的眾生，菩提薩埵，

「摩訶薩」，即是表示他不是普通的，就像你與我一樣的小菩薩，他是大菩薩，最低

限度已經見道了，見了道的菩薩就稱他做大菩薩，大菩薩，那個，那個誰怎樣譯？

那個 Edward Conze 將「摩訶薩」譯做什麼？譯做 great being，大東西，大的

存在的東西，great 即是大，摩訶 being，這種菩薩，存在的。他將「菩薩摩訶薩」

譯做 bodhisattva great being，這位德本，這位肯定已經見了道的菩薩，不過這些

菩薩其實有些已經成了佛的，不過只是來表現一下那樣而已。「白佛言」，對佛這樣

說，下面他說：世尊！世尊啊！叫一聲他，他說：「如世尊說：『於諸法相善巧菩

薩。』」這樣一句。

「如」者，依照，依照。依照釋迦佛你所講的內容，你所講的東西之中，你曾經

講過一句話，有些菩薩叫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於」就是對於，「諸」就是各

種，各種，「諸法」即是一切法，你對於一切法的相，一切法的相狀、體相，都能夠

善巧的、了解得很清楚的，善巧了，「善巧」Edward Conze 將它譯做什麼？譯做

skillful，對於諸法相都能夠 skillful 的，是這樣的菩薩，你說有一種這樣的菩薩。

他現在就問了，問這種菩薩了。他說：「於諸法相善巧菩薩者，齊何名為於諸法

相善巧菩薩？」一句。問：你所謂「於諸法相」能夠善巧的菩薩，現在我問你了，

2



「齊何」，到達什麼程度，「齊」，到，到什麼程度，到怎樣的程度，然後「名為」

叫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呢？

即是到了哪一個程度，然後才叫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到了那個程度，人人

就叫他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了，現在我要問你，你釋迦佛，你釋迦老祖，你叫不

叫他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人人都叫了，你叫不叫？下面第二句問了：如何，

「如來齊何施設彼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你釋迦如來，你自己又要到了什麼，那個

人要到了什麼，哪一種程度，到某一個程度，然後你老祖，你老祖宗才叫他做「於諸

法相善巧菩薩」？

一般人叫他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是一件事，你老祖，你釋迦老祖是否照一般

人那樣，叫他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如果你說不是的話，請你講出你的標準，你

要人家修到怎樣的程度，你才叫他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聽不聽得明白？兩個

問，聽不聽得明白？兩個問不同的，第一個問是一般性的來看，第二個問你才叫他，

「施設」即是你叫他做，改(稱)他的名叫做，聽不聽得明白？

即是他提出兩個問題來〔請佛〕答。這樣，釋迦佛怎樣答？我現在講給你聽。他

說：很簡單，一切法的相不出這三相，依他起等三相，他能夠了解這三相，這樣了解

得很清楚了，那他就是「於諸法相善巧菩薩」了。一般就是這樣了。好了，第一個問

題已經回答了，了解三相就行了。第二個問題就是什麼？你是不是也跟著別人叫他做

「於諸法相善巧菩薩」？那又不是，我要怎樣？要他那三相都見不到的。知道這三相

都是什麼？

我們有一個觀念，我們有一種，知道所謂三相不過是我們那些 idea，那些

concept 而已，這些 concept、idea 與這些 terms，都是假立的而已，你執著它就錯

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善巧的，就知道連這些都是假東西來的，這三種分法都是假的，

連圓成實性都是一個名，這個名的圓成實性不是真正的那個圓成實性，真正的圓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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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時候，你真正看到那個圓成實性的時候怎樣？名都忘記了的。是嗎？何解？你看

一切法，不是！那個〈勝義諦相品〉？那個勝義諦五種性質，講都不對的，是嗎？講

就不是了。《心經》怎樣講給你聽的？「不生」的、「不滅」的、「不垢」的、「不

淨」的，又「不增」、「不減」，又「不生」、又「不滅」、又「不垢」、又「不

淨」，不增又不減那就怎樣講？已經講不出了，是嗎？

講得出就不是，有生有滅的東西才講得出，無生無滅的東西你怎能講得出？講得

出的，它是垢的、它是淨的，那才講的出，又不垢的，又不淨的，講什麼？還有講得

出的，他的程度高；他的程度低，這樣就有增減，又不增不減就沒得講，講都不對。

他說，如果一個人能夠了解到，體會到，這套東西講都不對的，這就是「善巧」了，

真正的善巧了。

你不要以為烏懵懵不識，他這個就是真正的善巧，不是的！他識(了解)到極的，

拋棄「法」的，是真正的善巧菩薩。即是一個人，那些窮到時時想要什麼都得不到什

麼的，他就貪了；那些很有錢的，想那樣得那樣的，他就無貪了；他說不是，這個無

貪還不是好的？他說不是，還不是好的，要怎樣？連錢都忘記了，大把錢都忘記了，

那些才是了不起的。

就好像老子，要恢復回好像嬰兒，孩子那樣，無知無識的孩兒那樣，那才是最高

的。你說那麼不要教蘇蝦仔(孩子)讀書，任由他的，他就聖人了嗎？那又不是，這些

只是文盲，文盲不是等於聖人，要他懂得，能夠看穿了所有東西，然後才恢復了天真

爛漫，那些就是真人了。道家講的「真人」就是這種，恢復回嬰兒的狀態的真人，不

是說有神通，指石會變金的那些，那些是術士而已，真人不是等於術士，這個明白了

嗎？

一切「法相善巧菩薩」已經解釋了。「施設」兩個字就是假立，假說的。何解要

假說？為何他不真講，要假講？因為一切東西都不可講的，是嗎？好了，甲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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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釋迦佛答了，分兩段，第一段長行，「長行」即是散文，二是頌，一首偈頌。現

在先講長行，長行裡面分兩段，第一段解釋，解釋什麼？解釋一切法相。

丙二，結，答完問就結束，結論告知他聽，我所謂「於諸法相善巧菩薩」，對於

諸法相完全不起執著的，都不見有諸法的，這樣才是真正的善巧。這樣，現在丙一，

釋了。釋分兩段，第一段，丁一，讚問許說。讚美德本菩薩，說他問得真好了，讚

他。許說，「許」即答應，先讚他問得好，然後答應他。講，我現在講給你聽。

丁二，佛講了，正式解釋了。現在，我今天講讚問許說，丁一，讚問許說。「爾

時，世尊告德本菩薩曰：」這句不用解了，「善哉！德本！」「善哉」即是說，好

呀！「德本！」你不要解得那麼玄妙，好呀！德本，好呀！德本，就是這樣，他說：

「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一句，你現在能夠請問佛，問什麼？

「如是深義；」「如是」即是這些，這些這麼深奧的道理你能夠問，為什麼你這

樣問？他說，我看到你很好心腸，所以你問，佛的意思是其實你是識的，不過你為了

利益眾生，所以故意問的。下面：「汝今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這裏應該有一

撇，撇回一撇，不要這麼長，是嗎？「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為令獲得

義利安樂，故發斯問。」一句。

即是，德本你不是不懂得的，你問，你不過是想利益眾生而問而已，「汝今為欲

利益」，給他利益，「安樂」給他安樂，給什麼？給無量眾生，即是令無量眾生得到

利益安樂，這個「利益」者，指出世利益，「安樂」者，指世間利益，有人這樣講。

這樣解都好的，「哀愍世間」，「哀愍」即是慈悲，悲愍、憐憫，你憐憫世間的那些

眾生的無知，世間即是世間的人，世間的那些天，世間的那些蛇、蟲、鼠、蟻都是世

間，世間的眾生。

「及諸天」，天就是天，生在天上的眾生。「人」，人間的人，這是善趣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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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洛，「阿素洛」者譯作什麼？「阿素洛」譯做非天，第二本就譯作阿修羅，Asura

這個字，有一種人樣子很高大，他的腳，一腳走落人間處，一腳踩到大海處，那個最

深的大海都還沒到他的膝頭，樣子很醜陋的，很惡的，這些是印度一路的傳說，你不

要理它，實在都不知有沒有這種眾生，我們不必理它。

所以有些青年人動不動就拿這些來問，這是沒有的，無稽的，無證據的，這些是

印度一路的傳說，等於我們中國人說「盤古初開天地」，你找個盤古給我看看？是

嗎？你不必理。讀書我們求它的真理，它講這些神話式的我們不必理。「阿素洛

等」，利益它。

「為令獲得義利安樂」，你想令它獲得義利與安樂，出世的利益與世間的利益，

故「發斯問」。所以你發這樣的問，這樣來問我的，你不是不懂得的。既然你問我

了，我講給你聽。「汝應諦聽，」「諦」者，確確實實地聽我講。「諦聽」，「諦」

者，確確實實，「吾當為汝說諸法相。」我現在會為你解說一切法的體相與相狀。解

給你聽。你們看，人人說佛經深，你一讀起來，那有深？

聽眾：你解得好。

羅公：那些人說它深，是他是不肯詳細讀，粗心大意就說它深，如果你詳細些看，

〔其實〕佛經不深，而且怎樣？比較「韓柳歐蘇」的那些文字，結構比它更

好，佛經它的 subject、predicate 很清楚的，那些「韓柳歐蘇」，尤其是韓

昌黎的妙文都不清楚的。今天先講到這裏。

聽眾：1988年 9月 17日。

羅公：中國流傳，原來唐朝的人將它譯了做西藏文，整套譯了作西藏文，我們中國流

傳，流傳到現在，還差最後的那一卷，買本給兒子看一下啦！最後的那一件不

見了，遺失了，現在《藏經》裡沒了那一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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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沒有了第八卷。

羅公：這樣，你就要去我那裏，借回那一卷，我有那卷。沒有的，現在那些大陸人從

西藏將它〔譯回〕，大陸你說她不好，她就養了一批人，養了一批人，你不要

搞政治，你乖乖地讀書，你是研究佛經你就研究佛經，這樣那些人就研究西藏

佛學，他將中國人唐朝時譯成西藏文的那卷，將它重新譯回中文。這樣，王聯

章就去北京做生意，他就找了幾本，就即刻寄一本送給我，所以我有這本。我

那裡有。王聯章處有，我看……

聽眾：是不是很大本的？

羅公：嘿！很細的，薄薄的幾頁，一卷書而已，

聽眾：哦！

羅公：你如果要就將它來影了，不過你要影了這一套，你要那一段才有用，你如果不

影了這套。

聽眾：不過那裡沒有整套嗎？

羅公：什麼？

聽眾：沒有整套嗎？大陸的北京沒有成套嗎？

羅公：有的，整套的，沒有單行，你買一套《藏要》，整套這麼大套《藏要》，《藏

要》裡面沒有，不是！《藏要》，另外有一套，很大套，在香港買就很便宜，

三百元港元，一套《解深密經疏》，補回去的，共產黨有這套東西，它補回

去，重新刻回去，木刻版的。

聽眾：整套？

羅公：整套，三百元而已，我買了一套。

聽眾：在商務，是嗎？

羅公：不是，不是商務。香港有間書局，專賣佛經，專賣大陸的佛經的。

聽眾：是書局來嗎？

羅公：什麼？

聽眾：是書鋪？

羅公：是書鋪，但是它不是普通的有門市，它是一層樓，在樓上專賣給那些去買佛經

的人，有些人是這樣的，他不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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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你有沒有它的地址？

羅公：地址我有，連地址目錄都有，不過現在一下子又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

聽眾：慢慢找，見到就拿來。

羅公：有人買到。

聽眾：百德新街那間？

羅公：不是。不是那間。百德新街那間就直接是門市啦！

聽眾：百德新街那間一間佛堂有和尚的。

羅公：如果有人去，你去百德新街，那間佛學書局，找到那個司理黃玉嬋，叫黃玉

嬋，問黃玉嬋就得了，去那裡找她就得了，去那裡託她買，三百元，我去年那

時就三百元，現在有無起價就不知道，起到極都有限的。很靚，很靚的，我都

不捨得拿它來。

聽眾：你帶了來嗎？

羅公：什麼？我沒有帶來。

聽眾：為什麼不帶來？

聽眾：哪裡帶得這麼多？

羅公：我影了這一套帶來，我又嫌它阻地方，這麼大套，我嫌它阻地方。我兩疊這些

那麼大疊而已，兩疊這些那麼大疊，加上王聯章給我的那一本，三本書。三本

書，同時我將它來……

聽眾：我們可以影你的那些就行了。

羅公：因為我看書我要劃花的，我不能借別人的書看的，劃花的。

聽眾：我也是喜歡劃書的，不喜歡借別人的。無論如何自己要有一套。

羅公：不能借別人的，圖書館，借圖書館的書我要影下來，借了就影印，你不能劃花

別人的書，我影了我就可以劃花自己的。這樣好，自己影了之後就自己就可以

劃花它了。

聽眾：是呀，我也喜歡這樣。

聽眾：羅教授，那本書，你說那個韓國的那個……

聽眾：圓測。

羅公：圓測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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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本書名呢？

羅公：那本書？

聽眾：是。

羅公：《解深密經疏》，大學以上中文你們才看得明白的。「謂諸法相略有三種，」

是嗎？那裡是嗎？

聽眾：無錯，第一個復次。

羅公：復次，他解釋，諸法，「諸法」即是世界上的事事物物，相狀與體相，「相」

字有兩個解的，有時就當相貌、相狀解；有時就當體相解，那麼體相，來到這

裏你們有很多人不明白的，體相與相貌，相貌即是相狀，有什麼分別？「體

相」是指它的質，指它的質，即是指它的 substance，相貌與相狀就是指它的

什麼？指它那個 form或者指它的 manner，指它的 quality，聽不聽得明白？

就是相狀，相狀，這個法相就包括法的東西，事物，一切東西的體相與一切東

西的相狀就叫做「法相」。現在整天講的法相宗、法相宗是什麼？就是整日有

空就多數很喜歡講法相的，這樣就叫做法相宗。諸法的相，即諸法的體相與相

狀就不出三種，諸法就多到極了，是嗎？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切人人物物，各種動物、植物等等都是「法」，「法」

即是，記住，現在每每那些人一聽見佛法，就當「法」是一種很玄妙的東西，不是這

樣解的，那個「法」字只是當「東西」那樣解，佛法就是什麼？佛所講的東西，就是

佛法，一般人錯誤，以為是法術差不多的法那樣，佛法無邊，現在我最憎別人對我

講，你們學佛的，佛法無邊，我就罵他了，什麼佛法無邊？什麼叫做佛法？他以為法

術之法，佛教的法術就無邊那麼多，那麼深奧的那樣解。

你試一下，你扯住佛教徒，你去佛殿裡面，打佛七那樣的，有一二百人在那裏，

你隨便，好像那些人做調查問卷那樣，你隨便找十個八個人問他什麼叫做佛法？我懷

疑肯定恐怕有一半人將那個法字解得很玄妙。好了，法字，「法」即是一切東西，都

叫做法，都叫做法。一切東西的體質與相貌不出三種，法雖然是多，無量無邊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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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法，但是將它來分類，將它來 classified 就不出三類。

「何等為三」呢？何解叫做三種呢？第一種，一者，叫做「遍計所執相」，那天

已經解過這個字了；「二者、依他起相；」也解過這裡了；「三者、圓成實相。」都

已經解釋了。好了，這樣解了之後，就要再詳細來分析給你聽。「遍計所執相」，那

天我寫在黑板了，是我們主觀的妄情執出來的，執著出來，根本就沒有這種客觀的東

西存在的，完全是你的「遍計」，即是你到處計較，計較的結果，就是沒有那種東西

卻執那樣東西出來。

例如我們的「色、受、想、行、識」，五蘊造成一個個體，即是五堆零件所造成

的一個個體，我們在這堆東西裡，用我們的意識將我們這堆東西綜合了它，當是一種

東西，這些，《金剛經》叫做「一合相」，本來是多種東西，但是我們將它合成一個

東西，我們的意識主觀合成一種東西，就說有一個「我」，其實那個「我」是什麼來

的？「遍計所執」執出來的，沒有這個「我」的，根本就沒有這個實「我」，沒有一

個「我」，誰在這裏講講話？你在這裡講課？

是呀，有一個五蘊和合的假東西在這裏會講話，會吃飯，等於很多零件合起來而

成為一架汽車，那輛汽車會載人，會行會走，如果你說，一個人會活動、會講話，會

聽聲音就是有個「我」，那樣汽車又會走路，會載物，是嗎？那個機器人會捧碟給人

吃東西，它都有個「我」，有一個實東西了。如果你說它沒有，它沒有，你的那個

「我」都是沒有的了。你說，他會計算。是呀，這個電腦呢？電腦都會計算，那即是

電腦都有個「我」了？

電腦既然是無我，我們一樣是無我，是嗎？無我，我們豈不是很慘淡？這樣的？

原來這個「我」是沒有的？實「我」是沒有，不過假「我」不是沒有嘛！實的汽車是

無，那個零件配合的，會走會動的汽車不是沒有嘛！明不明白？正是因為這個「我」

是假的，所以就會進步，實的就弊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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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實的，我是這樣的，你是蠢材一名你就永遠不會聰明了，實嘛！是嗎？

正是因為他是假的。他是假的。好了，這樣「遍計所執」，「遍」即到處，到處計較

所執，執出來的，現在來個問了，既然說執，一定有能夠起執的主體，是嗎？那個

subject，一定有被我們所執的 object，聽不聽得明白？

有主、有客，那個「遍計所執」是指能執的主體呢？抑或所執的那件東西？答案

是怎樣的？這個「執」就是指所執，講明是所執的東西，不過所執的東西完全是由於

那個能執的那個人，那個意識裏面起一個 image，起一個影子而已，根本就沒有一

件客觀的東西的，聽不聽得明白？

即是說你又覺得有你的「我」，他就覺得有他的「我」，我又覺得有我的

「我」，我的「我」完全是我們自己整日計較執出來的，只有一個影子，並沒有一個

客觀的「我」。這個客觀的我不是整個人坐在這裏？整個人坐在這裏的是由細胞造成

的、好似機器人那樣的東西，會變的，今天多食兩碗飯，與未食飯的時候，已經就變

一變，一會大便一次，再補充，再食多些東西，又不同了，整天在變。

一個人，大概那些生理學家就說，七年之內，我們可能全身的細胞都全部都換過

了，即是說七年之後，那個我，七年後的我與現在的我已經不同了，所以那些看相人

他就說，形是不容易變的相，但是六、七年就會變一些了。你別說，他也有些科學根

據的，七年之後，那些細胞幾乎全部換過了，已經與七年前的那個我不同了，所以那

個「我」是沒有的。

同一樣道理，那些人入到那間禮拜堂，就以為，當他祈禱的時候就以為有一個上

帝，上帝來到，神靈在那裡，這個所謂上帝，所謂神靈是什麼？「遍計所執性」執出

來的東西，不過你不要去教堂裏對別人這樣講，即是我們知道是執出來的。同一樣道

理，你進到裡面見到三寶佛就去磕頭拜它，你以為真是那個佛在那裏了，你也是「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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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所執」，這是「遍計所執」，你說，這樣然則不用拜了？

兩看，你認為我現在要紀念佛，我尊敬他，那三個像是代表他、象徵他，我是恭

敬佛，不是恭敬這個偶像，這樣是對的。是嗎？或者像禪宗人那樣，不用拜的也可

以，禪宗的人有些不拜的，有些根本不拜的。這樣是「遍計所執性」。

聽眾：什麼東西？

聽眾：那兩本《續藏經》，那兩本《續藏經》。

羅公：影印了？

聽眾：影印了。

羅公：哦！這樣嗎？以後我來的時候，你歡喜去王 sir 那裏借好，還是借我的那一

本？如果借我的那本，我就下一次帶來給你們先影了那一截才行。

聽眾：第十卷？

羅公：是呀，第十卷。

聽眾：現在影印更好。

羅公：什麼？

聽眾：排了長龍。

羅公：排了長龍？是嗎？

聽眾：排了長龍。我今天早上忙了幾個鐘頭。

聽眾：沒有多少家，沒有多少家可以影的這麼齊整。

聽眾：未開門已在等。

羅公：「遍計所執相」了，是嗎？那麼「遍計所執相」怎樣？我們要跳一跳來解釋

了，「依他起相」就一會再理它，「圓成實相」一會再理它。你來看看，「云

何諸法遍計所執相」？先看看這一句，看到嗎？這一段的第二行，「云何」，

「云何」什麼？這個「云何」，什麼叫做，什麼叫做「遍計所執性」？即是英

文的 what are 什麼，如果你讀佛經讀到「云何」兩個字，你們那些英文仔英

文女的，包括三個意義的，有時示當 how字解，how，有時當什麼？what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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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有時當why，三個，你要安一下上文……

聽眾：上文下理。

羅公：安下去。是嗎？

他說：「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

什麼叫做一切事物裡面屬於那些「遍計所執相」那一類的相呢？下面解答了：

「謂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為令隨起言說。看到嗎？這句你們是看不通的，

我現在將它來 analyze，分析給你們聽，一切法之中，不論牠是牛也好、馬也好，那

張床也好，那件屋也好，一切事事物物裏面，一切法中有些東西是什麼？「名假安

立」，「名」，就名言，當名言與言說解，什麼叫做「名言」？

名言就是什麼？concept，概念，concept，名言，佛經裏面講名言，名言，即

是英文的 concept，譯作白話就是叫做概念，概念，名言，言說，「言說」即是英文

的 words，words，那些字句，那些說話，一切法的「名假安立」，名言，用名言來

假定它有這件東西在這裏，「安立」，「安立」即是「說」，「假安立」即是假說，

「名言」者即是一個凡夫，一個沒有內證功夫的，一個普通的人，用他的妄情中的名

言，妄情中的名言，名言安立。所謂「遍計所執性」，是一個凡夫，有妄情的凡夫，

什麼叫做「妄情」？沒有那種執那種東西的叫做「妄情」，虛妄嘛。一個凡夫用他的

妄情，由於有妄情，起種種什麼？概念，起種種概念。

起種種名言，他這種名言是妄情的名言，他用他妄情的名言，就假立說有一種東

西，譬如一個孩子，無知無識，只是會講話，世界上有些人是不會教子女的，對那些

子女講，又說有「奧烏婆」，有「奧烏」這些東西，根本世界上就沒有「奧烏」這種

東西的，他想這個孩子聽話，你要聽話，不然「奧烏」會出來吃掉你，抓你去，什麼

「熊人婆」走來，根本就無這回事的。是嗎？

那些人，即是那些不懂得教育兒女的母親，這種人，本來就沒有「奧烏」，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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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東西的，你白白教子女整出這種東西，沒有那樣整那樣來嚇那些子女做什麼？但

是她無知，她要整一種這樣的東西嚇他們。她用她的，已經是妄情了，硬創造出「奧

烏」這件東西，完全是由她的妄情，假立一個「奧烏」那樣的名稱，這個概念，是

嗎？完全是假立的，她的目的就是嚇那些孩子，是嗎？

「名假安立」，是嗎？她用，「名」即是妄情的名言，用妄情的名言而假安立，

一假了之後，那個孩子就受一世的影響，最低限度他未有知識證明沒有「奧烏」之

前，見到黑又不敢去，他這個小孩子又無知，無知又起一個妄情，被媽媽嚇他有「奧

烏」，他就以為真的有一個「奧烏」，其實那個「奧烏」是假立的，你說它是假立，

他卻以為是真的有「奧烏」的，其實是將假立的信以為是真，是嗎？同一種道理，為

什麼那些人信，又說有天主、又說有上帝？就是因為什麼？

那些猶太人在二千幾年前的時候，而且不止二千幾年前，數上去應該是三千多年

前，三千幾四千年前，那些猶太人，他們當時還是游牧的，在大草原上面趕著很多

羊、牛在那裡游牧，在他們游牧的時候，很空閒的，空閒就會思考，他見到一早起

來，一個太陽很宏偉地升起，到夜晚，那個太陽又落，忽然間又一場大風，吹到那些

牛羊站都站不穩，忽然間又會落冰雹，忽然間，那些一年有四季，春天那些動植物就

生芽，植物就生芽出花，動物就生仔，夏天就樣樣都成熟，秋天時那些麥子，稻穀樣

樣可以收割了，他認為是什麼？

看見這些東西了，看見這些因為他無知，但是仍有妄情的，因為是凡夫來的，他

就以為有一種很大的力量在這個世界上，這種力量是怎樣？大到可以支配我們的，祂

一發惡我們就會死的，一陣風吹過來，整間屋會倒塌的，如果我們聽祂的話，順著

祂，祂會令五穀豐收的。這樣一定是有一種東西了，一種力量了。於是就起了一個什

麼？妄情裡面起了一個名言了，叫做神了。god 了。後來，神，神是無形無相的，

最初發明有一個神，是一種無形無相的力量，後來有些人更加蠢的！更蠢的就問，神

是怎樣的？很難講得明白的，神是無形無相，又怎樣講得別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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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又作出一種東西出來，又在妄情處來作了。作出來又怎樣？神是好像我們

差不多樣子的，會賞善罰惡的，於是，本來就是一種力量，無形無相的力量，將祂一

濃 ，就變為一個好像公仔一樣，有鬚的，會賞善罰惡的、很惡的上帝了，濃 。缩 缩

都是什麼？完全是妄情中的假立，名言假立。在佛家來看，佛家就笑他，這些叫

做「遍計所執性」，執。可能那個發明的是聖人也說不定，他不執，但你們那些聽他

講的就執了，聽不聽得明白？甚至執的，其實如果真是有神的，神也不會是整個人那

樣的。「名假安立」，用名言來假立一種東西，假立一些什麼東西出來？假立出兩種

東西出來，假立：一自性，二就是差別，講這兩個字就要講到 break開始才講得完。

自性與差別，佛教徒就很像印度裡面的其他教徒一樣，整天都喜歡講自性與差別

的。普通在國文上，就不要讀差別，讀差別，有些人還以為我讀錯，不是讀錯，是差

別，那個差字是怎樣？幾個音的，讀差(猜)。讀差(叉)，讀差(癡)，三個音，有什麼差

事給他？差事，切不可讀差(癡)事，當你讀差的時候，有時作名詞用，做一個 noun

用，差人。有時讀差事，差他去做什麼，警察局差一個幫辦去調查一件事，動詞，做

名詞或動詞用，讀差 (猜音 )。如果都差 (叉 )，是當錯了那樣解，你差了，即是

wrong，錯了，是嗎？錯了那樣解，你看小說，整日怎樣？閣下之言差爾！整日這樣

的，差(叉)，錯了。第三個讀法，差(癡)，讀差(癡)字是什麼？那個差(癡)字作名詞用

就當什麼？

英文你們計算術，arithmetic，有個 difference，是嗎？兩種東西相比叫做

difference，相差幾多，應該是相差(癡)幾多的！但是我們廣東人整日讀錯，相差幾

多，相差，即是一呎、三呎那麼長，它這一條只有二尺而已，它們兩個相差就是一呎

了，這個相差那尺就是「差」了，是嗎？

即是一個數減一個數所得出的那個數就叫做「差」了。它讀差，是嗎？同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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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了解這個差(痴)字？什麼叫做差別？一個高佬與一個矮仔兩個一比較，有什麼不

同？差了一段，是嗎？兩個一比較差一截，譬如這個是五呎五高，他只有四尺五，他

兩個怎樣？兩個有什麼不同？就是差了一尺。是嗎？差了一尺，這一尺就是他的

「差」了。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差別，就是一個高佬一個矮子。明不明白？

一個差，這個「差」當什麼？有時兩個不同，兩個不同的時候就是差別，就是

difference，different 或者 difference，different 的差字尾，有時是 ce字尾，當形

容詞或者名詞用，但有時是用它什麼？令到它，將它來引申，將差別這個字來引申，

英文就不識用，中國人，差別本來就是 difference 那樣解，現在中國人將它來引

申，將它來引申，引到怎樣？

引到等於英文的那個，你們讀文法，還記不記得？有一個 qualify，識不識解？

qualify 它，即是形容它，是嗎？qualify 它，或者係modify 它，是嗎？限制它、修

飾它，當修飾，modify 是不是當修飾解？或者限制？限制。本來差別那個字就當

difference 那樣解，一將它來用，差別兩個字用作動詞就當 modify 解，當 qualify

解，這樣差別兩個字就當什麼？修飾它，限制它，識不識解？好了，講這麼多說話怎

樣講得明白？

譬如我就說，譬如我們就說，牛是有蹄的，這個牛字是一件東西，是一個主體，

這個 subject，是嗎？我們想找一句說話來形容這隻牛，我們最好是說牛是有蹄的，

我們用這句話，是有蹄的，即是無蹄的就不是牛了？牛就一定有蹄了，這樣我們就

說，是有蹄的，用來差別那隻牛，聽不聽得明白？qualified 那隻牛，因為何解？雞

是沒有蹄的，牛與雞有什麼差別呢？

就因為牛是有蹄的，雞是無蹄，所以牛是有蹄的，這個「是有蹄的」，文法上就

叫做 predicate，聽不聽得明白？是不是 predicate？那個 predicate 中國人叫做差

別，那個 predicate形容哪個 subject，modify 上面那頭牛，牛是有蹄的。這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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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subject，印度人在佛經裏就叫做「自性」，即是那個 subject，主詞，就叫做自

性，這個 predicate 就叫做差別。在文法上就是這樣了。

不講文法，有沒有自性、差別？有，譬如我們說白牛，我告訴你聽，白牛這兩個

字裡面，裡面包含著有自性、有差別在那裡的，你信不信？白牛兩個字包含自性與差

別兩種東西，包含是一件主體，包含一個 modifier，modify 那件東西，哪一個是自

性？

聽眾：牛就是自性。

羅公：牛就自性，是嗎？那個白就是差別，明不明白？差別那隻牛，白是 modify，

那個牛是 noun，是嗎？譬如你說白種人，又有一個自性，有一個差別，人是

自性，白種是差別。講到這裏你又會問，然則我們讀《六祖壇經》，又整日講

自性又怎樣？我講給你聽，完全不同解的那兩個字，離行離列的。你不能夠

說，這樣都可以？是可以，為什麼不可以？是嗎？同是一個字都可以離行離列

不同解的，譬如你說，他出門遇貴人，貴人了，即是說什麼？他樣樣幫忙你

的，當然是貴人。但是有一個人說，見到一個人專門做一些不好的事，你就

說：這些正貴人！「貴人」即是什麼？

聽眾：小人。

羅公：好事不做的，是嗎？專做壞事的人就叫做貴人了。同是貴人了，是嗎？

我們習慣上都會這樣的，為什麼你行，六祖就不行？所以看佛經難就難在這點，

你聽這些就有這些好處，省了你很多功夫，這樣，這個自性，好了，我們就說當我們

講一件事的時候，講一句說話的時候，裏面一定含有自性與差別。譬如我們說白、

黑，這就是差別了，牛、馬，這些就是自性了。有自性、有差別，好了，佛家就說，

牛，根本世界上就沒有實的牛，牛是什麼？如果那隻牛是實的，牛就有個「我」了，

牛的「我」，是嗎？人是無我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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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牛一樣是無我的，你聽不聽得明白？所以那個「牛」完全是什麼？名言假立

的。我們今天用一個名詞，用一個概念，假立說有一個牛而已，為什麼會有名言假

立？這麼多東西？因為那些人有妄情，有無明，沒有那種就整那種，本來是沒有那個

牛的，他一定覺得有整只牛，起那個一合相，妄情，本來是沒有那個我的，我們偏偏

覺得有個我，無我搞出個我，這還不是妄情？是嗎？

妄情是不對的，是嗎？但是不對是一件事，妄情確實是搞了很多東西出來，現在

世界上這麼多戰爭就是妄情搞出來的，這是事實，它造了出來，你說我很不同，我就

不做，你不做，你就是聖人，你沒有妄情，但是你是聖人，你都要救這班有妄情的人

嘛！你聖人要救就救那些迷的人，當聖人想救那些迷的人的時候，他不能這樣的，我

是聖人，與你們不同，我講的話你聽不懂的，你講的話我又不答你的，那何須你做聖

人？

你想救世，你想救世要怎樣？用他的語言對他說話的，他的那些語言用妄情搞出

來的，你就要用那些用妄情搞出來的對他說法，對他講話，但是有一點不同，他就是

妄情的，你是不是妄情，這個聖人？你不是妄情，你借用他妄情所得來的名言，來對

他講話，拉他出去，聽不聽得明白？所以名言安立是那些眾生的妄情安立出來的，安

立出來的，佛就利用他的語言去救他，在佛來講就不是妄情，聽不聽得明白？

在佛來說就是什麼？善巧，就叫做善巧，善巧方便，善巧，什麼叫做善巧？

skillful，是一種，是一種善巧，聽不聽得明白？同是一種東西，你整天講，我又怎

樣，你又怎樣，你那個我就是妄情。譬如釋迦佛又說，某個時候，多少世之前，我又

在那裏怎樣修行，他那個「我」亦是說我，你不能說，你釋迦佛都是妄情，你又說幾

多世之前在那裏修行，他的那個我就不是妄情，你的那個我是妄情，明不明白？聽不

聽得明白？明白嗎？你聽不聽得明白？

眾生是用妄情來安立種種名言，沒有那種就整那種，是嗎？佛要度眾生就應用眾

18



生的妄情所安立的那些名言，來對他講話，來為他說法。所以妄情所安立出那些名言

就是「遍計所執性」了，但是當佛運用這些名言的時候，就不是「遍計所執性」，是

什麼性？「依他起性」，不只是「依他起性」，還是清淨的「依他起性」。聽不聽得

明白？聽得明白嗎？

這樣，來到這裏，那些眾生由於他有妄情，沒有那種東西他想那種東西，就安立

出種種的名言出來，安立了種種名言出來，這些名言是什麼名言？有些是表示一件東

西的自性的，有些是表達它那個差別的，「差別者」即是屬性，屬性，聽得明白嗎？

他說所謂「遍計所執性」就是一切法中的那種名言，由於妄情的名言而假安立

的，沒有那種東西而設立那種東西就叫做假安立的自性與差別，安立了種種的東西

了，是嗎？種種名詞、種種概念了，有了種種概念之後，他就講話了，父親用這些名

言來教，講給他的兒子聽了，那個父親講給兒子聽要用言說了，用這些有概念的，有

concept 的自性差別的名稱，名言就成為語言了，講給他的兒子聽，這樣叫什麼？由

名就變為言，由 concept 就變而成為 language 了，是嗎？

語言了，用語言來對他的兒子講，那個兒子將來大些了，有第二個兒子小些，大

兒子就用名言來教小兒子，到你的兒子長大結婚了，他又替你生孫子了，兒子也要用

名言來教孫子，你做老師，你的老師用名言來教學生，大學生用名言來指導那些小學

生，本來這些眾生由名言，安立那些名言，由妄情安立那些名言，有了名言就可以講

話，由講話就一代傳一代，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一路名言安立，將那些個安立了的名

言一路講到我們現在，祖先累我們累了幾千年，現在我又累你們，是嗎？你們將來又

累其他人，都是這樣，靠累，大家都是靠累，都是靠迷上加迷就是這樣，那麼迷上加

迷豈不是無用？

無用又不行，如果無名言你怎樣去讀經？那些經是佛利用我們的，運用我們的名

言來救我們的，我們就怎樣？無他的，本來名言就是不好的了，是嗎？不好裏面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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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好的，即是我們在爛草地有豬屎，有牛屎，很污糟邋遢了，但是我們沒有得食，看

看在那裏揀回幾粒豆來吃，是這樣解而已。所以如果這樣講法，三藏十二部經都是名

言，這些名言的起源都是由「遍計所執」執出來的，就這個觀點來講，燒光它可也，

無用，一點都無用。扔了它。

禪宗人就說不用讀經的，扔清了它。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就不是的，佛他善

巧，佛有一種救度眾生的 skillful，他的 skillful 是怎樣？借用你的名言來教訓你，令

你們了解，擺脫名言，證得勝義諦，就是這樣。聽不聽得明白？如果在這個觀點來

說，名言就很有用了，這樣即是名言就猶如一把刀，你可以用來打劫殺人，但又可以

拿著把刀來捉賊，可以救人，明不明白？

名言安立出來的那些，有些是自性，有些是差別，有了自性，有了差別，就可以

講話了，隨起乃至一路如是如是，乃至者即是，「如是」者，「如是」者，即一路發

展下去，令到那些眾生隨著這些名言而生起種種的 language，言說了，聽得明白

嗎？這句難解，我都解得很吃力，不過你聽也聽得很吃力，聽得明白嗎？聽不聽得明

白？你呢？你聽得明白嗎？你呢？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少少，都不是很明白。

羅公：我解也很吃力。

聽眾：都不是難明白，很簡單而已。

羅公：你現在了解就很簡單，當你未了解的時候，你都不簡單，成串，有十幾個字一

句，都不知他講什麼，是嗎？你現在了解了，所以一了解以後，什麼都很簡

單，沒有難，難就難在那一點點繞。是嗎？

聽眾：羅先生，那個差別與分別有沒有分別？

羅公：有時候，有時那個差別、分別通用的，不過在法相宗，那個分別當執著去解

的，

聽眾：這裏有分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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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這裏當差別，當屬性解，你這裡用分別兩個字不適用嗎？差別，明白嗎？什麼

叫做「遍計所執性」明白了。好了，第二種性了。第二種性，「依他起性」，

「他」就是眾緣，眾緣，緣有四種，大家明白了？記不記得？陳芷君，緣有四

種，第一種，什麼緣？

聽眾：因緣。

羅公：因緣，種子，在唯識宗來講即是種子；第二呢？

聽眾：增上緣，扶助你令它出現的，第三種，這兩種緣如果是物質，就是這兩種緣就

夠了，如果你是說心，心與心所，就有四種緣。

聽眾：所緣緣。

羅公：什麼？

聽眾：所緣緣。

羅公：所緣緣，對象，object，對象，還有呢？

聽眾：等無間緣。

羅公：等無間緣。

即是前一念起，凡是心一起，一定要有等無間緣，眾緣和合之後，或兩種緣或四

種緣會合然後產生的，這些緣就叫做「他」，一種東西要依他而生起的，這樣叫做

「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有些人不譯作「依他起性」的，有些人將「遍計所性」

他不譯做「遍計所執性」的，他譯作「分別性」，因為那個，因為佛經裏面的「遍

計」與「分別」兩個字是梵文的同一個字來的，當執著解，「依他起性」就叫做什

麼？叫做「因緣所生法」，由因與緣和合所生出來的東西，叫做「因緣所生法」，又

叫做緣生性，因緣生性，很多名稱的。這樣，嚴格來翻譯，應該譯做「依他起性」，

即是它沒有自己的自性的，完全由「他」來條件作合，例如一輛汽車，汽車這個名言

是假立的，「遍計所執性」，但是這個會動的那件東西就不是「遍計所執性」，那是

「依他起性」，聽不聽得明白？「依他起性」。

一個會動的，會吃東西，會吃飯，會吵架的人，如果你執著他有一個實的「我」

在這裡，這個「我」就是「遍計所執性」。但是這個會動、會吃飯、會吵架的那個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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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就不是無的，那個叫做「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是完全空的，無的，「依

他起性」是假有，有，你會問，有就有了，何解說它假？有，但都仍然是假的，何

解？

你這個人是假的，今天看見你就一百二十磅，你休息半個月，吃多些牛油，吃多

些雞蛋，你會怎樣？變成一百三十磅，又會脹的，但是再餓你幾天，你就會整個瘦

了，縮小了，這樣會縮、會脹的，即是假的了，不是實的，哪裏有實？你說瘦是實

嗎？抑或是肥的是實？實在種種都不是實，都是假的，聽得明白嗎？這個假不是等於

無，是嗎？汽車是假的，汽車不是無，你說他無，你走出街去撞一下汽車，它會撞死

你的。是嗎？這樣，那就叫做「依他起性」，聽不聽得明白？凡是因緣和合所生出來

的東西就叫做「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假有。

好了，講到這裏，那天未講的，那天講了「依他起性」的定義了，我複講而已，

現在我要講給你聽，「依他起性」是有兩種的，一種，記住，一種叫做「清淨依

他」，又叫做無漏的依他，一種，另外一種，就叫做「雜染依他」，又叫做「有漏依

他」，何解一定要這樣分？是有兩種，事實有兩種。講到這裡，尤其是你們修淨土

的，就更加要明白，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之所以污濁者，就是因為有漏的「依他起

性」，娑婆世界。極樂世界是無漏的「依他起性」，同是一樣，我老羅的身體是有漏

的「依他起性」，明不明白？

你的身體也是，有漏的「依他起性」，「依他起性」。但是坐在極樂世界的阿彌

陀佛、觀世音大勢至那個身體是無漏的「依他起性」，聽不聽得明白？所不同就是這

樣。「依他起性」有兩種的。但是這本經就沒有講無漏依他起，只是講有漏的，何

解？因為你們眾生都是有漏的，就不講無漏那一截，一講無漏你的問體就多了，又問

這些又問那些，所以他就直接用有漏的來舉例，無漏的就留在最後第十卷才做。〈如

來出現功德莊嚴品〉(〈如來成所作事品〉)那裏然後才講無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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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沒有點明這個是「依他起」，所以費事講。所以記住，「依他起性」有兩

種，不過一般都是講有漏的舉例，因為我們是有漏的世界，那個無漏的「依他起性」

又怎樣？「無漏依他起」怎樣處理它？兩個辦法處理，直情說它這個是無漏的「依他

起」，就加兩個字，但是有些人就這樣處理的，無漏的「依他起」就當它是「圓成實

性」，因為它是很圓滿成就的，所以就將它撥入「圓成實性」，聽不聽得明白？

這即是無漏的依他起是有的，不過我們怎樣處理這個無漏依他起呢？有兩個辦法

處理，一個辦法，處理，怎樣叫做「處理」？英文叫做 deal with，怎樣處理它呢？

第一個處理辦法就說明「依他起」有兩種，就好像我現在講，有些是無漏的，有些是

有漏的，這樣處理。但是另外有一種處理法，認為依他起就只是講有漏的，那本經都

沒有講，沒有講無漏的，然則「無漏依他起」沒有嗎？如果你說沒有也不通，最後第

十卷有〈如來成所作事品〉，釋迦佛又有說極樂世界，你不能否定無漏依他起，那又

怎樣？這些把它撥去「圓成實性」，明不明白？

你說，尤其是年青人，動不動就說這些不合理，這樣不合理！他也是因緣和合而

生的，將它來撥入「圓成實性」，什麼東西都是假立的，都是名言假立而已，佛沒有

講，有些人喜歡這樣立，有些人喜歡那樣立，是嗎？無所謂了。聽得明白嗎？要記

的，「依他起性」有兩種，一種是有漏依他起，一種是無漏依他起，切不可否定無漏

依他起，如果否定無漏依他起，你就不用念佛都得了，不用求往生了，這些是無漏依

他起，有人將無漏依他起撥入圓成實性的一部分，聽得明白嗎？

好了，解了「依他起性」，這是第二句。二者、「依他起相」；已經解了。好

了，解到這裏，我又問一問你們，那個相字有時當體相解，有時當相狀解，「遍計所

執相」的「相」，是當體相解抑或是相狀解？我考一下陳芷君了，因為你請我飲茶，

你那位先生請我飲茶，所以我就用些難題來問下你，費事你不識就罷，是什麼？你說

什麼？是體相還是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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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相狀。

羅公：相狀。「依他起性」，「依它起相」的「相」是體性抑或是相狀？江漢林，你

講給我聽？

聽眾：兩個都可以，體相與相狀，

羅公：兩個都可以。不過一般當相狀好些，是嗎？兩個都可以，因為它有體的，「遍

計所執」是無體的，「圓成實性」就是體相了，體相了，明白了嗎？

不過如果將無漏依他撥落去就兩種了，就體相與相狀了，聽不聽得明白？現在這

本經就無撥入的，這即是說那個無漏的依他不是無，不過這裏不講，就到第十卷〈如

來成所作事品〉就整品講的。那就「依他起性」了，這個名目就講過了，我們看回這

裡。云何，看隔一行：「云何諸法依他起相」？什麼叫做諸法的「依他起相」呢？明

白嗎？

下面他答了：「謂一切法緣生自性，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

乃至招集純大苦蘊。」一句。先籠統解給你聽，一會講了這一句，今天就完工了。他

說所謂「依他起相」是怎樣？一切法中那個什麼？緣生自性，「緣生」者，眾緣，因

緣，由因緣和合所生出來的自性，他用自性那件東西，這件自性就是指所生出來的，

這個自性與英文的 individual差不多了，個體，自性。

這樣為什麼叫做「緣生」？這樣叫做「緣生」，下面解釋緣生：「此有故彼

有」，這些「緣」一有那個「果」就有了，例如由泥土與肥料為緣就有了那棵禾的生

長，這樣即是有泥土有禾，「此」了，彼有就是禾的生長就有了，是嗎？爸爸媽媽是

緣就生了個兒子出來，由於有爸爸媽媽所以有兒子，「此有故彼有」，是嗎？「此生

故彼生」，反過來就「此無故彼無」了。

「此滅則彼滅」，這個「滅」字不是老爸死，兒子就死那樣解，就是如果老爸根

本不結婚不生兒子在寂滅狀態，那個兒子就不會有了，「此滅則彼滅」，這種道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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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緣生了。這個世界這麼苦的，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等等，這麼多苦，一大堆

苦，完全都是緣生的東西，眾緣和合而生，如果我們想減少這種痛苦，就在緣生裡面

做功夫，控制它，這樣，一方面你如果想怕苦，你可以得涅槃，或者你要創造一個無

漏的世界，就可以成為什麼？大乘的報身、報土了。緣生的。

這樣，他這裏只是講了苦的那一截，他不講樂那一截，他舉例，「乃至招集純大

苦蘊」，「蘊」就是那堆東西，當堆，一個 group，一堆東西，叫做蘊，這樣，什

麼叫做「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又說「無明緣行乃至招集純大苦聚」呢？一會

就要解釋這幾句字的，這幾個字要很詳細解釋。好了，我們先休息一下。

什麼叫做「依他起性」呢？這個定義大家已經識得解了，依靠因緣和合而生出來

的那些東西叫做「依他起性」，好了，怎樣叫做「依他起」呢？依因緣和合而生就叫

做「依他起」，依因緣和合何解會生出東西來的？然則因緣就會有本領生了？是嗎？

好像上帝造世界那樣了，是嗎？那些其他的事事物物是被這個人生出來的了？是不是

呢？他說又不是，於是解「緣生」兩個字，「依他起性」依因緣和合而生，「依他

起」裏面的最緊要的意義就是緣生，所謂「緣生」有三個意義的，這個就深一些了，

不過你如果不明白就罷，不要緊的，這幾句不明白也不要緊的，明白就最好了，不明

白也不要緊，因為它比較深一些，初學的人不需要的。

第一種叫做「無作緣生」，什麼叫做「作」？那個「作」字，作者即是什麼，這

個「作」字當「創造」解，說這個世界是由那個 god創造出來的，那個 god 是作

者，我們是被人作出來的，聽不聽得明白？

這個「作」即是作者，佛家就講緣生，何解佛家要講緣生？講緣生的意義，第一

點就是否定有作者，無上帝作，無一個作者，譬如你說，爸爸媽媽就是緣，他就生了

一個兒子出來，這樣豈不是他爸爸媽媽是作者？即是創造者？那個兒子是被他們創造

出來的。兒子是兒子，不過子的出現你要靠爸爸媽媽，即是緣，並不是等於作者，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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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不行，要有你他才能出現，但並不是由你創作，聽不聽得明白？

好像有燈膽，有那條管，然後發出光，但是光管是緣，能夠發光的不是光管，而

是那些電子，明不明白？它有它的本質，聽不聽得明白？沒有作者的，所謂緣生即是

否定有作者的，「無作緣生」，所謂緣生是無作者的緣生，好了，引例了，譬如十二

因緣，「無明」為緣而產生「行」，是嗎？沒有無明就不會有「行」，「行」是業，

是那些有漏的業，但是並不是「無明」作那些業出來，而是有了「無明」為緣，然後

引起他作善惡業，聽不聽得明白？

「行」為緣就有投胎的「識」，並不是那些業會投胎，會創造投胎，而是你作了

業會助成你去投胎，無作者的，有了「識」了，就有「名色」，並不是那個「識」創

造、作那個「名色」出來，不過都要有了「識」做先行的條件，即 condition，有個

條件，然後那個「色」才能夠出現，聽不聽得明白？好啦講到這裏，你現在整天念

佛，我舉個例，很多人不肯舉例，我專喜歡舉這些例，譬如你現在念佛，將來你死就

生極樂世界了，即你念佛就是緣，你生極樂世界就是果，這個緣產生是果，你現在念

佛這個緣會創造你去極樂世界的果了？是不是？

不是，你念佛是條件，是條件，有了這種條件具備，你就有機會生極樂世界，並

不是念佛創作你將來生極樂世界做境界的，聽不聽得明白？「無作」，同一樣的道

理，你本來對這套東西烏 sir sir(糊里糊塗)的，你聽見我講，一路聽我講完之後，你

想，啊！我明白了，我是緣，你明白是果，並不是我創作令你明白，如果我說我會創

作令你明白，這叫做貪天之功，你自己有你自己的種子出現，我不過是一個緣，所謂

緣生不是有作者，好了，你會這樣說，我的種子也是緣，種子是因緣，那個種子還不

是作者？不是，種子都不是作者，有了種子就出現那個果實，種子不即是果實？是

嗎？所謂果實者是種子的變相而已，它本身而已！哪有創作？聽不聽得明白？

舉個譬喻，那粒穀種產生一棵禾，是不是那粒穀種創作一棵禾出來？不是嘛！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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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禾是那粒種子的變化、變相來的而已！昔日就是禾，不是，昔日就是穀一粒，今天

就變成了禾，不是說那粒穀子創造了禾，明不明白？什麼是創造？創造了我是我，你

是你，我現在創你出來，好像基督教那樣，我是上帝，我在那些泥拿些東西，創作那

個阿當出來，這樣就是作，所謂作，創作是有兩件傢伙的，穀生芽不是兩件傢伙，穀

即是芽來的，你明不明白？

所以緣生，不論你什麼緣，那四種緣，那些緣具備就產生了一種東西，那種東西

叫做果，由因與緣和合就產生果，並不是因與緣創作那個果，如果你說因與緣創作

果，變成了漸漸就走了這個路，要有一個上帝創造出這個世界了。因與緣是條件，不

是作那個果出來的，知道嗎？我們的有個祖先為緣，我有我的個體，並不是祖先所能

夠創作我出來。

同一種道理，釋迦牟尼佛在二千幾年前說法給我們照著修行，很多人能夠證果，

並不是釋迦牟尼佛會創作我這個果出來，釋迦牟尼佛是緣，明白了嗎？同一樣道理，

你的兒子去讀書，本來兒子什麼都不懂，矇查查的，但是有一些這麼好的老師，教得

你的兒子很了不起，一路長大，一路拿到博士。你說，這班老師真是了不起，創造出

這麼多博士出來。

如果講這句話，這個人是執著而已，老師是條件，那個兒子能夠一路讀書，一路

讀到考到博士是要他有自己的本質的，如果沒有本質，而是創作，何解那個老師不把

石頭教成博士？何解偏偏把你教成博士？你是有你的本質，聽不聽得明白？所以一講

到緣生就沒有作者的，「無作緣生」。這樣「無作緣生」又怎樣？「此有故彼有」

了，有了我這個就產生那個出來，並不是這個會創作那個，不過這個做條件，就產生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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