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叫做「遍計所執性」了。你沒有？你還沒有抄？抄一下，學一下中文，中文不是

很難學的，譬如我解給你聽，你看「謂」字，that is，是嗎？翻譯過去。譬如真如，

就是這個 reality，一樣的，如果你說我又不知這個 reality，即是說你的英文也不行

的，是嗎？很多人以為他講得很好，你對我講英文我講不通的，除非我講得很認真

(非常)慢，講很文雅的那些我能講到。好像那些。(測疏)「隨情有故，」就「名(計)所

執性，有漏無漏」，即是不管它是有漏的或者無漏的，「一切有為」，一切一切的所

有那些有為法，「皆依他起」，都是叫做「依他起」。

這即是說釋迦佛的報身、西方阿彌陀佛的報身都是「依他起性」，好了，這樣哪

個是圓成實？只有一個，「平等真如，不變異故，名圓成實，」那個平等的真如，真

如無形無相的怎樣平等？所謂「平等」即是怎樣？「平等」譯作英文就是

same，same平等，一樣的，怎樣一樣？前一剎那一樣，第二剎那一樣，以後萬劫

都是一樣的，它不變的，就是平等。

時間上的平等，第二是空間的平等，種種東西都有個真如在裏面，狗屎、馬糞又

有真如，鑽石、玉器裏面都是真如，平等，無貴賤，只有那個平等的真如，因為它這

個平等真如是不變而不變化的，不會變化的，不會 change的，不會變化的，然後叫

做「圓成實」，這樣識解了？

以後讀佛經讀到「依他起」，什麼叫做「依他起」，什麼叫做「遍計執」，不外

是兩種分法，你看看那本經的前後文是用第幾種分法，你就識得解了。很容易，沒有

難的，難就難在，你們那些先生要負很多的責任。何解呢？你學中文，你要知道的，

中文的結構，即是中文的 construction只有六種，所謂六書，有些是像形的，好像

畫圖畫那樣的，有些是無形可像的是指符號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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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後面，我解了這句給你們聽，他說：「自有聖教」，不是！「於上二門就諸

教不同，」對於上面的兩個 aspect，兩門的看法，各種教，教者，即是經論，各種

經論裏面，有些是屬第一門，有些是屬第二門，「自有聖教說前非後。如楞伽經」與

「辨中邊論。」他說，有些經論，有些「聖教說前，」什麼叫「說前非後」？你解給

我聽？考一下你的國文。

聽眾：講第一個解。

羅公：不錯，講第一門，不是講第二門，例如什麼？

《楞伽經》就是了，即是釋迦老祖忽然間用這門講，忽然就用另一門講，《辨中

邊論》是彌勒菩薩造，彌勒菩薩說的，「自有聖教說後非前。」有些聖教是第二個

aspect的，不要第一個。

例如什麼？《瑜伽師地論》，《瑜伽論》，奇怪了，《瑜伽師地論》又是彌勒菩

薩說，《辨中邊論》也是彌勒菩薩說，彌勒菩薩說《辨中邊論》是講前非後的，到了

他說《瑜伽師地論》就講後非前了。同是一個人，釋迦佛又是如此；彌勒佛也是如

此，何解呢？我們了解古人講這八個字，「言非一端，義各有當，」說話不是一端，

不是梗的(一定的)的，有時要這樣講才行，有時要用另一種講法才行，對機不同，下

面：「自有聖教二種俱有」兩種講法都講，「如成唯識論」，今此一部。這本是哪一

部？你又答我，哪部？

聽眾：《解深密經》。

羅公：對了，《解深密經》。就「說後非前」。說後的那種，就不是前面的那一種。

何解說它「說後非前」？他說，「唯說真如圓成實故。」「唯」即是只是。你

們看佛經，如果你們英文仔、英文女，那個「唯」字即 only，或者什麼？

just，只是，他只是說真如，說它是「圓成實」，不說其他的，聽得明白嗎？

你們，你們學中文的孩子不識看的，你可以問我，不收錢的，你可以問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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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叫我去講就要收錢，你們聽過我講佛經的那些孩子，你們的孩子我不止不收

錢，還會請你飲咖啡，小孩子。

聽眾：這本經是不是「說後非前」？

羅公：好了，我講了這一段了。以上就講了那三性了，下面就講了譬喻了，是嗎？第

幾頁？

聽眾：廿七頁。

羅公：廿七頁。下一次又要給你們了，是嗎？

聽眾：還有一次廿八呢！還有一章。下次有得講。

羅公：下次有得講。沒有錯，沒有錯，第 27頁，是嗎？

聽眾：不如下一次先給我們都行。

羅公：下一次先給就對了。

聽眾：要印。

羅公：是不是現在就幾個譬喻，是嗎？第一個復次講了？

聽眾：講了。

羅公：現在講第二個復次，好了，第二個復次就完全是譬喻的，我未講這段之前，我

先用白話先講了譬喻。

譬如有一個人，那個人本來眼睛是好的，他現在眼痛，有眼病，他一有眼病的時

候，眼睛的膜裡面就起了一些東西，所見到的東西，望上虛空裏所見到的是我們健康

眼望不到的，他就見得到的，有些眼見到一條條針那樣的在空中，那些好像一條條毛

那樣的，見到一條一條毛，眼矇矇的望上去，眼痛的時候望，望上去見到一條一條毛

那樣的，其實這個空中並沒有毛，是嗎？你的眼有問題，眼花，就覺得有一條條毛，

有時眼睛會見到有什麼？

一堆毛茸茸的好像一個球那樣，譬如我望那隻杯那裏，不是整個杯清楚的，那隻

杯好像有毛，好像有東西撐出來那樣的，好似一個，本來沒有那樣的東西，整個圈那

樣的，一個這樣的，見到一個，好似一個輪那樣的東西，你看佛經時時看到，話有眼

病的人就時時見到有毛輪相，你查《佛學大辭典》它也解釋不清楚給你聽，那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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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大辭典》最弊就這樣，查了它還要找東西來解它，那樣最弊。「毛輪相」，「眩瞖

人」目有病，就見「毛輪相，」你們那些不會看的就說什麼叫做「毛輪相」呢？原來

「毛」者，表示針那樣的就是毛。「輪」就是見到一個光影那樣的「輪」，「相」就

是那樣的形狀，見到有毛有輪的形狀。

講到這裏，你有一有眼痛的時候，你就會見到有一條條毛了，有時會見到有一個

輪那樣，一個輪狀的光影那樣，其實空中並沒有毛，並沒有輪，完全是你自己的眼不

好，是嗎？就見到有「毛輪」而已。好了，他就用來譬喻，譬喻了，譬喻什麼呢？我

們世界上的東西不出三性，不出三性，而且三性之中，是那些，是我們一般人來講就

有三性，三個自性，三個相，如果佛來講根本就沒有第一個相的，只有什麼？只有

「依他起相」，只有「圓成實相」而已。佛沒有「遍計所執」的，是嗎？

但是我們有，是不是我們具備三相？我們具備三相，不過怎樣？見來見去都是見

第一相、見第二相，就見不到第三相，那個「圓成實性」我們是見不到的。其實我們

也是只有兩相，明不明白？好了，來到這裏，我們的世界的東西不外，我再重新講，

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裡面，我們所見到的東西，所知道的東西不出這三種自相，哪三

種相？

第一種，如果我們沒有那種東西就執它有那種東西，我們所執的那種東西就叫做

「遍計所執相」，如果那種東西在世界上有各種原因，各種因素、各種關係而形成

的，即是有些客觀存在的性質的，這些叫做「依他起相」，是嗎？「遍計所執性」就

根本沒有的，完全是你自己以為有而已，你自己的妄情以為有的，「依他起性」就不

是了，確是這個世界上的很多關係形成的。

「圓成實性」就是什麼？無形無相的，而那是實在的，不是說它無，我們看這個

世界上，我們只會這樣問，譬如這樣問一個人，你以為這個世界根本就全部都是虛妄

的，這個世界是沒有的，假的，全部虛妄的，是不是呢？一個情形是這樣。第二個情

4



形是，這個世界都不是完全沒有的，都有些實在的東西的。你選擇，你要那個選擇？

很少人只要第一個選擇的，如果要第一個選擇就真是人生如夢了，是嗎？

什麼都是一個大夢那樣，什麼都是假的，做好人都不必做了，做好人都是一場

夢，做好人幹什麼？做壞事，做惡人，惡人、好人都是一樣，都是幾十年人生，「寄

蜉蝣於天地」那樣，(宋蘇軾《前赤壁賦》：「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沒

有什麼意義的，人死如燈滅了，幻的，如果這樣，我們的人生就很虛了，換言之，即

是說我們人生根本就無希望，我們做幾十年的人根本就無希望，既無歸宿，亦無希

望，更加幾十年有什麼意義？你一定覺得真是沒有意義的了，是嗎？這樣的人生還有

什麼用？是嗎？如果你說人生全部是虛幻的，就只有這個答案。

這樣就變成那種人了，就變成了哪種人？整天花天酒地，得過且過，今朝有酒今

朝醉，明日無餚明日愁，那種人。今天有錢先散完了它，明日餓死明天的事。那一

類。至於說，你不要搞亂這個世界，將來你會整壞了這個世界，將來是你的子孫受害

而已！他(阮籍)就說「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人生幾十年，我為什麼要理？

現在那些青年搞到兩夫婦結婚，那用理這個世界，我兩夫婦避孕，實在這事不對的，

避孕，我兩夫婦老了，我們都死了，整來做什麼？

孩子我又要養那麼辛苦，我不如將時間兩夫婦得閒走去跳一下舞，走去旅行一

下？是這樣的，我的兒子就是這樣了，我起碼有兩個兒子是這樣，不生孩子，避孕，

就是這樣了。他不知道，這樣搞法世界就虛浮了，他不知道自己有個責任。

這個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祖宗一路傳下來，養大了你的，生了你的，爸爸媽媽，

你的宗族培養了你的，你全部過了這個夢幻一樣的人生就算了事了，一個人，我都死

了，蓋上棺材什麼都沒有了！這樣如何對得住我們的歷史？你覺不覺得？對不對得起

你們的，我們人類的祖宗？總之你就對這個世界就是對不住。是嗎？這即是說，這個

世界白生了你，一點用處都沒有，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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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如果你說什麼都沒有的這個世界，虛幻的，一定走入這條路的，如果

你說不是的，這個世界最後的究竟是有個實在的東西，並不是完全虛幻的，我們起執

著就覺得他虛幻，如果我們不執著，這個世界不是虛幻的，這樣你就要承認有這個實

在了，即是有這個 reality了，是嗎？有這個實在的，最究竟的，即是 final的，最後

的究竟的存在。

一有了這個就成問題了，你的責任就很大了，你想說我過完了這一世就了事了。

你是這個實在顯現你出來的，它又顯現出第二個你出來而已，你以為你逃避就可以

嗎？不行的！所以我們，於是有些人，很多聰明人就認為世界上有個實在的，但是實

在就一定不是見得到的，何解？見得到的一定不是實在，何解？因為我們凡見得到的

東西，一定是無常的，是嗎？

你見過一件東西永恆存在的沒有？凡見得到的一定是無常的，凡摸得到的一定是

無常的，凡是嗅得到的一定是無常的，凡是有形、有像、有個 form的，一定是無常

的，無常會不會是實在的？無常的怎會是實在？水中月、鏡中花就是無常，流星閃一

閃又是無常，既然它是無常的，就即是不會是實在了，是嗎？這樣，所以實在的東西

一定不會是無常的，實在的一定是不變的，unchangeable，一定是不變的，凡實在

的東西一定是不變的，變的東西一定不是實在，變即是無常，無常一定不會是實在

的。明白了嗎？

這樣，所以實在既然是不變的，凡有形有相的一定變的，所以那個實在一定是無

形無相，你明白嗎？即是這個叫做佛的法身，即是實在，佛體驗到它，原來這個就是

我自己，自己的法身，他的實在。我們就叫它做真如，佛就叫做法身。我就叫它做真

如，這是實在。

即是說真如一定是無形無相的，凡有形有相的都是有為法，都是 phenomena，

6



不是 reality，如果它是 reality，一定是無形無相的。尤其是你們青年，讀過兩本科

學的書，物理學、化學那些，無形無相的？世界上這樣都通？種種東西都是有形有性

的都還實一些，無形無相的才是真的東西？他不了解，真的東西一定是無形無相的，

無(有)形無相的一定不是最真的，你聽不聽得明白？明不明白？

好了，這樣，這個傢伙，這個無形無相的東西，佛家就叫它做真如，又叫它做佛

性，又叫它做一真法界，又叫它做空性，《心經》，「是諸法空相」，佛經那個

「空」字，空相，空性的相。這樣的這個無形無相的才是真的東西，真的東西一定是

無形無相的，你信不信？你還有沒有懷疑？有懷疑你一定要澄清，真的東西一定是無

形無相。

那個不是實在，實在的一定無形無相，有形有相的不會是實在，因為有形，形與

相都叫做 phenomena，phenomena是可以接觸的，那麼無形無相的、實在的真如

我們怎樣去接觸？用眼又看不到，無形、無顏色，沒有聲音，所以耳朵聽不到，沒有

香臭，鼻嗅不到，沒有鹹、酸、苦、辣，舌就嚐不到，無軟無硬，那隻手摸不到，怎

樣去找它？用什麼？

只有用我們的智慧去 touch它，用智慧，這個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普通的智

慧我們是亂哄哄的，普通的智慧，一定要怎樣？修止觀，修禪定，在禪定裏面把那些

雜念全部壓低、壓低、壓低、壓低、全部壓下，好像我們的科學家，我們去讀中學的

時候，去實驗室裏面，這個世界上不是有一個叫「真空」嗎？我們的空氣四分之一是

氧氣，四分之三是氮氣，還有其它碳氣，氮氣，碳、硫等等，沒有真的空，真的空沒

有，一定要怎樣？在物理學實驗室裡抽，抽空那些氧氣、氮氣、抽到裡面一點氣體都

沒有了，那時才是真空，那時，抽空了這些，那個真空就顯現了。就顯現了。

講個譬喻，我們要怎樣？修止觀就是一個實驗室，用我們的，用我們的空觀，空

觀，空觀的智慧，抽，空的、空的、空的、空的，這些是空的，那些是空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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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抽空了它，就像我在實驗室裏面抽掉那些氮氣，抽、抽，抽到最後，那時

候，現在禪宗的人整日說頓悟，那時就真是頓悟了，抽到一點都沒有了，那一剎那，

那一秒鐘就頓，以前都不是頓的，逐一點抽，那時就真正好像「頓」那樣，好像晴天

一碧，好像月溪法師，我的老友成日說啪！那樣就見到那個佛性出現了，是的，不過

他講的啪！

一聲，你不會聽就聽到很幽默，會聽，是的，他講得沒有什麼錯的，你不要執著

「啪」是聲音就不錯了，那時就顯露了，所以那個真如叫做什麼？叫做「空性」，用

空觀來到顯、顯、顯、顯，顯到最後存在的那個性，那個實在，「空性」。好了，這

個叫做「圓成實性」，就要怎樣？用我們的智慧，用那些什麼？很清淨的智，這個很

清淨的智就叫做什麼？般若，用我們的般若智去 catch它，去 touch它，明不明白？

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就三性了。好了，現在譬喻了，何解我們有這個執著？我們一出世蘇蝦仔

(嬰兒)就渾渾噩噩，但是過得十日、八日，他就會覺得有種東西，為什麼會這麼怪？

漸漸覺得這個才是母親，其他的不是媽媽，會越來越執著，為什麼他會這樣？

這些是由於過去的那些我執、法執，有機會出現，因為出世的時候，一團粉那樣

就沒有機會出現，現在漸漸大了，媽媽又餵一下奶給他，那些人又和他玩了，見到這

是你，這是我，漸漸因為他有了我執、法執的種子，所以見到光，那些是光光，小孩

子看光光，看到那種東西，就法執起，這個就是媽咪了，這個都是我執，這個是自己

的我，見到媽咪的我，我執、法執一路起。

何解會有我執、法執起？因為你前生、前生、前前生，生生世世熏習積累那些我

執、法執的習氣下去，那些叫做種子，我執、法執的種子，如果沒有了我執、法執的

種子，那個嬰兒出世就是佛來的，因為怎樣？他沒有了我執、法執的習氣起了，明不

明白？你會問：羅生，你這樣講長篇大論，與譬喻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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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想你明白這個譬喻，如果你的眼根本無病，就不會見到有毛有輪，因為你

的眼睛有病，所以就見到有毛、有輪，要來譬喻什麼？我們為什麼有我執、法執、有

「遍計所執性」？因為你有我執、法執種子，明白嗎？所以見到那個「依他起性」，

所以在「依他起性」上面鋪一層有色眼鏡的顏色在那裡，本來我見到個山，小孩子見

到那個山就是零零碎碎見到一堆東西，本來沒有「山」那樣的，就因為我們有我執、

法執的種子起，就覺得有個東西叫做「山」了。

這就是法執了，本來蘇蝦仔(嬰兒)一看，看見那個山就是「依他起性」，這不是

空的，你執著這是山了，特別你是一個藝術家，你是詩人，這個山如何美麗等等，你

就越來越執了。你有沒有讀過王安石(1021－1086)？王安石很信佛的，禪宗的道理

他都很透的，他透徹過蘇東坡的，王安石他最執著山的，你看他的詩是什麼？「終日

看山不厭山」，一句詩，山、山、山，「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又兩

個「山」，「山花落盡山猶(長)在」，又兩個「山」，「山水空流山自閒」。又兩個

「山」。這是什麼？法執了。法執。

所以，蘇蝦仔一開眼的時候看，無法執的，慢慢、慢慢法執就起，為什麼會起？

過去的法執種子，一路路緣具備它就起了，即是說，我們譬喻什麼？為什麼他會有眼

痛？因為他吃了濕熱的東西，那些濕熱的東西是什麼？我執、法執種子。聽不聽得明

白？

所以就發作了，如果你整天吃清涼的東西就沒有事的，修空觀、修止觀猶如食夏

枯草，食眼痛藥，一食，食到清了那些熱，就沒有了病，連那些「毛輪」都沒有了，

只是一看整幅乾乾淨淨的，這即是說，那些毛相、輪相，就譬喻「遍計所執性」，為

什麼有毛相、輪相？因為你有眼病，這個眼病要來譬喻什麼？

譬喻那些我執、法執的種子，沒有了毛相、輪相，整個虛空一片清淨，這叫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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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依他起相」，這個虛空的實質，這麼美麗的虛空，這個「依他起相」了。這個

虛空不是無的，這不是無的，是有的、存在的，而這種存在的性質就叫做「圓成實

性」。聽不聽得明白？明不明白？剛才這個譬喻即是四種東西，第一，是眼痛、眼

病，是嗎？

眼病就譬喻我執、法執種子，這些我執、法執種子將來一結合就起執了，無就不

起執了。第二，我們見到毛與輪是什麼？「遍計所執相」。第三，無毛、無輪的虛空

的狀態，就要做什麼？「依他起相」。這個世界的實在的就「圓成實相」。聽不聽得

明白？聽不聽得明白？這個譬喻明不明白？你聽不聽得明白？眼病，這種病就是我

執、法執的種子，第一種。

第二種，由於有病，所以才見到有毛有輪，這個毛與輪就是「遍計所執性」，

「遍計所執性」就是情有理無，妄情而有而已，實際上、道理上是沒有這個毛與輪

的，是嗎？「依他起相」就不是了，有了，理有。「圓成實性」是迫到我們的智慧覺

得非有不可的。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陳先生？

聽眾：得。聽得明白，好好地，將來就會在兜率天處見到你了。是呀，你將來死的時

候，記得拿剛才的那張相為據，拿在手上，要來裝你，裝你，抓在手上，見到

什麼的時候，閻羅王找你的時候，你說我是在聽過彌勒講課的，你快些找彌勒

菩薩來！中國人很怪的，中國從前有一個人，不知是王羲之的叔父還是伯父之

類，叫做黃什麼之我都不記得。

聽眾：王獻之？

羅公：不是王獻之，另外有一個，叫做王僧權，王僧權，那些人喜歡用和尚名，僧

權，僧什麼，僧什麼，他很清高的，是王家的族長來的，皇帝都要走去拜候他

的，他吩咐臨死的時候的遺囑：記住，你裝我，他做大官的，切不可用做官的

服裝我，用和尚、用僧服來裝我，這樣就佛教了，他說：左手要抓住一本《道

德經》，到死的時候，道教了，右手要抓住一本《易經》，是儒家，即是說什

麼，儒釋道三教合一，不是近代，是晉朝已經是這樣了，又有一個是族長，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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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臨死一定要，最多人一定要穿著和尚袍，他不是和尚，但他要穿著和尚袍，

你一受要抓住一本《道德經》，一隻手要 住一串念佛珠，不是，這個不是！揸

要戴儒家的冠，穿儒家的袍，中國的，表示他身為儒家，左手 住《道德經》揸

表示他是道教，右手 住念佛珠，儒、釋、道，他死的時候，儒、釋、道三教揸

合一，王僧權，王僧某，兩個都是王僧某，以前的人很怪的。

這個譬喻，四種譬喻明白了嗎？四種譬喻之後，你了解第二個復次了。「善男

子！如眩 」，這個「眩」字讀「燕」，即是頭暈眼花，眼花叫做「眩」，我教你們瞖

國文，中國字的構造有些有一種叫形聲字，形即是實質，聲是聲音，這些叫做形聲字

了。

我先舉個形聲字的例子，譬喻長江的那條江，這邊是水字，三點水，如果古字三

點水的水是這樣寫的，像那些水流，江是這樣的，這個是形聲字，這邊水，是形，是

實質，水流，這邊工、工聲，水，那條水是流得很大的，拱拱聲地流的，長江

YangtzeRiver，有沒有讀過？是嗎？

世界第幾條大河？第一條最大的是Nile，第二條是什麼？Yangtze River，第三

條就是Mississippi River，是嗎？我讀地理，我細路哥那時讀的地理，我這些大概二

十歲前讀的，你將來要學我那樣，你到七十幾歲你還記得。這邊是形，這邊工、工聲

就是聲了，左形右聲，是嗎？有時有些字是右形左聲的，有些字就上形下聲，有些是

下形上聲，最多。

所以中國人有一句話，那些不是很懂的人講一句話，我說他真是講得好，有邊讀

邊，無邊讀缺(截：部分)，真是的，不過有邊讀邊就要讀歪一些，這樣應該讀工，長

江應該讀長工，讀歪一些工、工聲，這邊是像它聲，這邊像它的形，叫做形聲字。講

回這個又是形聲字，眩字就是聲，那個現嘛！眩字，那個眩字讀歪一些就是現，是

嗎？將眩字讀歪一些就是現。第一、第二兩個復次大家明白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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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有一句難解一些，第廿六頁。

羅公：什麼？

聽眾：第廿六頁。

羅公：廿六頁。

聽眾：甲一。

羅公：甲一。

聽眾：第五行。

羅公：一、二、三、四、五。是嗎？

聽眾：如來齊何施設彼為。

羅公：哦！「施設彼為」，是嗎？

好，我與大家溫習一下，你當讀經那樣，是嗎？你看看，大家回看第六頁，我就

可以當教書那樣教你們，有沒有？盧茵，你有沒有？聽到？你肯做你有希望的，你個

人很沉著。是呀！爾時世尊，不是！「爾時，德本菩薩摩訶薩」「爾時」，即是講到

那時，是嗎？你有沒有看過那本《Large S traū 》？它將「爾時」譯做 There upon，

講到那時，那位德本菩薩，「摩訶薩」即是大菩薩，即是菩薩中的大菩薩，「摩訶

薩」即是菩提薩多，「摩訶薩」即是大的菩薩，「摩訶薩」，大的眾生，你記得嗎？

那個 Conze譯的「摩訶薩」，「菩薩摩訶薩」他怎樣譯？bodhisattva，the great

being，是嗎？「摩訶薩」他譯作 great being，great being即是大眾生？「摩

訶」是大。「薩多」就是眾生。

當時那個德本菩薩摩訶薩他就對佛這樣說，「白佛言」：他怎樣說？世尊！叫一

聲世尊啊！「如世尊說：『於諸法相善巧菩薩。』」，他說，「如」者，依照，依照

世尊，即依照你平時所講的說話，你平時所講的說話裏面曾經講到什麼？說有一種菩

薩，有一種菩薩叫做「於諸法相善巧(的)菩薩，」即是對於所有，「諸」就是所有，

就是那個 all，所有，「法」即是東西，事事物物，對於事事物物的相狀，相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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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事事物物的相狀，都能夠很了解的，了解得很透徹，很好的，善巧，善巧即

是什麼？很清楚，很純熟，叫做善巧。

對於一切法的相狀，對一切事物的相狀都能夠了解得很清楚，很純熟的，善

巧，Conze譯做什麼你記不記得？skillful，是嗎？skillful，很善巧的，講譯那些佛

經做英文，Conze譯得算最好的，其他的人很多人譯，將那些梵文就整堆堆下

去，Conze就不是，他將它作意思譯。他說，你世尊平時說話的時候有提到，有些

菩薩對於法的相狀都能夠很善巧的，你世尊曾經這樣講過。一句了，這裡就 full stop

了。

「於諸法相善巧菩薩者，齊何名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他現在提出第一個問題

了，你世尊所講的「於諸法相善巧」的菩薩，這種菩薩，「齊何」，「齊何」即是到

了什麼標準，「齊何」即是到了什麼標準，即是到了什麼？what standard，什麼的

standard，到了什麼的標準，你然後再才叫他做「諸法相善巧菩薩」。

即是一般來講，所謂於諸法相都能夠善巧的這種菩薩，要達到什麼標準，「齊

何」即是到了那裏，到達，到達，「齊何」即是到什麼標準，到達什麼標準，然後叫

做對於諸法相善巧的菩薩，這個所謂「於諸法相善巧菩薩」，是指一般性的這樣講，

「諸法相善巧菩薩」。

這是第一個問題，識不識解？第二個問題，「如來齊何施設彼為於諸法相善巧菩

薩？」一般人講這些叫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你佛，你如來佛，你如來，你世

尊，是不是人人都叫他是「於諸法相善巧菩薩」，你就承認他是呢？

你世尊又要用拿什麼標準來說他、施設他，「施設」即是叫他，你叫他，施設

他，「施設」即是說他，說他是，說他是，說他是，給他，施設他，說他是，說他是

一個真正的「於諸法相善巧菩薩」，這是第二個問題。我合上書，不看，不將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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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用我們的說話來講。他怎樣問？德本問佛，佛啊！世尊啊！

你世尊平時講經，有時你會講到有一種菩薩，叫做對於各種法相都能夠善巧的，

你這樣說，有一種這樣的菩薩，叫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好了，現在我問你，我

請問你，有兩個問題請問你，第一個問題，所謂對於法相都能夠善巧的菩薩，這種菩

薩的 definition，什麼叫做，到達什麼程度，然後他才有資格叫得做「於諸法相善巧

菩薩」，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呀！一般來講，一般世人，一般都說達到這個

標準就叫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是不是人人說他是「於諸法相善巧菩薩」，你

佛，你世尊就叫他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即是你世尊的標準又是什麼？然後才叫

他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這個是不是你佛認為他達到什麼程度，才能夠稱他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那

樣解？

羅公：對了，對了。沒有錯。

聽眾：要你佛認為他是達到什麼程度。

羅公，是了，你佛認為要達到什麼程度，才夠得上叫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明白

了？一個標準就是這樣，一般的定義，怎樣叫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第一

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這樣，是呀！到達這個標準就叫做合這個定義了，就叫

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是不是佛你這樣就叫他做「於諸法相善巧菩薩」？

即是用世人就這樣，一個教頭，打功夫很了不起的，他的大教頭，很了不起的，

他教出很多弟子，譬如他教的那種叫做什麼拳，譬如他教太極拳，那些弟子有一日就

問這個教頭，你老師傅，你說有一種人會打太極拳的，你說有一種人，你時時有一種

人會打太極拳的，你這樣說，現在我問你，我問你什麼？問你兩個問題，太極拳，怎

樣才會叫做會打太極拳？一種，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你老師傅要怎樣才認為他是真的會打太極拳？兩個標準不同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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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就是一般的標準，是嗎？可以很快打出來就是了，是嗎？一般就這樣。現在我有

第二個問題是問你，你老師傅認為怎樣才夠得上叫做會打太極拳？另外一個標準了，

標準要打得好純熟，甚至到要將人踢到丈幾二丈遠才算也說不定的，這個明不明白？

兩個不同標準。

即是你們問我，提出個問題問我，羅生，我現在提問題問你，你說有一種人叫做

懂得佛學，現在我問你，羅先生我問你，怎樣哪種人叫做懂得佛學？還有，這是第一

個問題。第二個問題，要達到怎樣的程度，你羅先生然後才叫他做懂得佛學？「爾

時，世尊告德本菩薩曰：」於是世尊就講給德本菩薩知了，他怎樣說？「善哉！德

本！」

他說：好呀！德本，「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你現在能夠向佛，「如

來」即是佛，請問，「如是」即是這些，這些，這些這麼深奧的道理，「義」即是道

理，很深的道理，「汝今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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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今」，你現在，你現在想問我，你

有個動機，我知道你有個動機，有個什麼動機呢？「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你的

動機是為了想，為了想，想什麼？

利益他們，令他得到利益，這是動詞，安樂他，令他得到安樂，令無量那樣多的

眾生得到利益，得到安樂，「哀愍世間」，哀愍即是憐憫，你憐憫世間的人沒有智慧

的無知，憐憫世間的這些人，即是人類，「及諸天、人、阿素洛，」以及那些天上

的，「人」，他這裏重複再講這些人，與天相對，「阿素洛」即是阿修

羅，Asura，Asura即是有一種天，有一種很不好脾氣的那種人，「等」，就等什

麼？天龍八部那些，你憐憫那些人，「為令獲得義利安樂，」你為了令這些眾生，令

他什麼？獲得，「義利」即是出世的利益，安樂即世間的安樂，世間的幸福，世間的

安樂，你為了這樣，「故發斯問」。所以你發這個問。意思是什麼？你不是不識，你

為了利益別人，你想引起我講，所以你發問。

15



講完之後就說：「汝應諦聽，」他說，你應該很好地，確確實實，「諦」即是確

確實實，「諦」是實那樣解，確確實實地聽，「吾當為汝說諸法相。」我現在會，

「當」，我為了，我會，就是馬上會，我現在就要為你了，為你什麼？「說」，為你

解說，解說什麼？「諸法相」，所有世界上各種事事物物的相狀，相狀。這樣即是答

應講了。

下面就講了，「謂諸法相略有三種，」謂，這個謂不用解的，引起下文而已，

「謂諸法相略有三種，」法，即是事事物物，諸法即是事事物物，一切事物，世界上

一切的事物，「略有三種，」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多就多到無比，簡略來說只是有三

種，哪三種呢？「何等為三」？是哪三種呢？「一者、遍計所執相」；第一種叫做

「遍計所執相」，那個相狀，這種相狀是「遍計所執」執出來的。

識解嗎？「遍計所執」？「遍」即是到處，到處，「計」者即是計較，什麼都計

計較較，結果什麼都計較，沒有那些東西就執那些東西，結果就沒有那些就執出那

些，計較到的結果就執著它以為有了。由於他到處計較，計較的結果所執著執出來的

這種相狀，根本就沒有這種東西存在的，因為他太計較得厲害，所以他執出來的而

已。

例如什麼？沒有的那種東西卻覺得有，尤其是那些什麼？整天一世人好事不做壞

事做得多的人，到他臨死他就計較了，自己想一下自己，死了，我這一生人好事做了

沒有多少，壞事做了這樣多，怎麼辦？不知閻羅王是不是真是有的？牛頭馬面那些不

知是不是真是有的？如果是真的話，它們會來對付我的，怎麼辦呢？

就到處整天計較，計較的結果，是本來沒有牛頭馬面，就見到有牛頭馬面來拿他

了，又好像判官要走來要鎖他回去那樣了，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因為到處計較的

結果執出來的，這種人是疑心生暗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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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有一種人，無知無識的人，眼花花的見到，見到那裏一團雲，一團煙，他

就說那是觀音菩薩在這裡，那個觀音菩薩來化度我了。這些是假的，「遍計所執」，

好好地睡一覺，又以為有鬼了，是嗎？以為有鬼了，其實根本沒有鬼在那裏，他卻以

為有鬼，那個鬼根本是不存在的，

我們……

聽眾：幻想。

羅公：什麼？

有些，對了，幻想了，幻想幻出來的，以前我們在內地那裏住，日本打中國的時

候在內地住，一間又說有鬼屋，聽到有些聲音，夜晚說有鬼行的，真是夜晚三更天，

聽到落樓梯的聲音，又沒有人，落樓梯，聽聽是什麼，偏偏有個基督教徒他是不信鬼

的，他急忙拿著電筒衝出去一照，原來是老鼠來的，這麼大隻，成尺長的老鼠，上樓

落樓，就是搞出這樣的聲音，不是鬼而是老鼠，人人都說牠是鬼了，不敢出，不敢出

又聽到樓梯響聲，這個還不是鬼？有聲音的，鬼會發聲的，剛好遇上有個基督教徒他

不信鬼的，他又有個電筒，他就縮縮腳一下走出去一照，人未到，電筒就照射到原來

是尺多長的老鼠，老鼠養大了，夜晚出陣，「遍計所執相」，是嗎？很多是「遍計所

執相」，在佛家來講就是這樣。

本來每一個人的生命的 individual，那個個體，都是五蘊，「色蘊、受蘊、想

蘊、行蘊、識蘊」和合組織而成，並無一個叫做我，實的我存在的，但人人都執著有

個我的，這個我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佛家就說「無我」，無我就無這個「我」，

不是沒有這個有生命的 individual，不是的，然則人人執著有個我，這個就是「遍計

所執相」，如果你說，這位就是鍾建民先生了，他已經年紀很大了，我來了住了很久

了，如何如何，這個鍾建民的個體就不是「遍計所執」，是你執著有個鍾建民，真是

實在的鍾建民，他以後一死他的靈魂飄了出去投胎了，如果你這樣執著，這個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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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這個不是真正的鍾建民了，這個是什麼？你「遍計所執」執出來的鍾建民，這是

「遍計所執相」。如果他坐在這裏的這樣的鍾建民，就不叫做「遍計所執相」，叫做

什麼相？

聽眾：叫做「依他起相」。

羅公：對了，「依他起相」，明白了？聽不聽得明白？

即是執著有個實的我，什麼叫做「我」呢？「我」有多種，小乘人執著有很多種

「我」的，有一種人叫做阿羅漢，目犍連成了阿羅漢了，是不是承認有個目犍連的

我？如果你不了解目犍連是五蘊和合造成的假我，而執著有個目犍連神通廣大的，執

著他，好像看《封神榜》，看到有這個人，看什麼？目連救母，看一場這樣的戲，看

到有個目犍連真是了不得了！

那些無知的人，那些婆媽出身的，食齋的那些人，她就以為真是有這個人了。那

些叫做什麼？「遍計所執性」，明不明白？如果知道歷史上，二千五百年前，釋迦牟

尼佛有個弟子，這個弟子有個種族產生他，當時是一個有父母生的，一個五蘊和合的

假生命體，這個人的名，他父母改他的名字叫做目犍連。

這個這樣的假體，如果一個人這樣了解，這個是什麼？是不是「遍計所執性」？

這個是「依他起性」，明不明白？「依他起相」，相、性兩個字是通用的，你執著有

個實阿羅漢，執著有個實舍利弗，執著有個實目犍連，都是「遍計所執性」，執著有

個實的釋迦牟尼如來是不是？都是「遍計所執相」，都是「遍計所執相」，執著有個

實的六祖是不是？都是。

執著有個神通無比的〔六祖〕，揚一下袈裟，四大天王每一個就在〔四〕角落

頭，扯一下就鋪了，就拿了曹侯村的地方，有沒有看過這一段？如果你這樣執著的，

這個就是什麼？「遍計所執相」。但是知道歷史上有個人姓盧的，新興人，叫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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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他後來出家他化度了很多眾生，這個人化度了之後，幾十年後他就死了，這個假

體，生命五蘊和合的生命假體，這個如果你這樣了解，你所了解的東西就不是「遍計

所執相」，這個是「依他起相」。聽不聽得明白？

你說，這個阿羅漢神通廣大，那個是預流果，那個是一來果，如果你執著他是實

的，就是「遍計所執相」。所以《金剛經》，你讀過《金剛經》，須陀洹，「不見有

須陀洹」，如果你說，啊！我得須陀洹果，這個人就已經是什麼？就不行了，何解？

為什麼不行？因為這個是「遍計所執相」，不見有須陀洹，這就無「遍計所執」，他

就得了。聽不聽得明白？如果見到有一個佛啦！我見到這個佛，這個就是「遍計所執

相」。如果我眼前確是有個佛像在這裡，這個佛像就是「依他起相」。

這樣，如果你們知道佛的法身是無一切相的，凡所有相都不是的，體相無相，你

所了解的無相，如果你了解無相這個意義，這個意義就是「依他起相」，你真正體驗

到那種無相的境，這個真正是佛的法身了，這個是「圓成實相」。聽不聽得明白？所

以你讀完《解深密經》你再讀《金剛經》句句你識解。你又說，何解羅生你初初講，

你講《金剛經》，又不講《解深密經》？你們的程度，你的程度嘛！讀一下《金剛

經》就好了，讀這些是讀不通的，是嗎？何解那些人不講？他不識講！

你說找西方人來解給你聽，西方人解佛經他們不是像我們那樣解，他完全是站

在，他不是為佛經而講佛經，只有 Edward Conze 是講得好，看來他是信佛的，其

他很多都是怎樣？本身是牧師底，有些是基督教徒底，他研究比較宗教，多數是這

樣，何解我說 Edward Conze 他是信佛的？他讀完歡喜說，namo mah  prajñā ā

p ramit yaā ā ，如果他不是信佛的，他無謂寫這些東西。你伸手下去試一下，這個是

「依他起性」來的，你試一下，空的嘛！你伸手去燒一下，如果燒不到你，你確是了

不起了，空了它了，最怕你不行。好了，「依他起性」又怎樣？下面解了。「云何諸

法依他起相」呢？什麼叫做諸法的「依他起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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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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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了，什麼叫做「依他起性」？「謂一切法」，即一切一切的

那些，怎樣？「緣生自性」，從因緣和合而產生出來的那些東西，那些主體，即是說

它那件東西的主體，那件 individual是從眾緣和合而產生的，叫做「緣生自性」，即

是凡是一切因緣所生的東西，當你不執著它的時候，它都是「依他起性」，

聽眾：這裏的自性當主體解？

羅公：什麼？是，自體，那個性字當體字解，自體解得最好，那件東西的本身，

聽眾：不是動一下就搞錯了。

羅公：什麼？

聽眾：動一下就搞錯了。

羅公：自體即是那件東西的主體而已，自性與差別相對就叫做主體，

聽眾：即是緣生無自性，這裡說緣生有自性。

羅公：緣生的自性，所以緣生無自性怎樣解？

我解了，何解又叫做緣生自性呢？在佛經裏面，有兩個，第一種，緣生無性，是

嗎？此處給你看，普通就沒有這個字的，是嗎？普通沒有這個字的，不同講法，緣生

無自性只是一種東西，一種東西，它無自己的自身的，自身、自性即是什麼？那個

self，self nature，沒有它的自性，無它的 self的，何解說它無自性？因為它從眾緣

和合而生，所以它是無自性，緣生無自性整句解，就是因為它從眾緣和合而生，所以

它無自性，明白嗎？

無它自己，但不是無因緣，只是無自性，譬喻這個人的身體，你是從眾緣和合而

生，所以你是無自性，緣是什麼？你的父母是緣，造成你的那些你天天吃那兩碗飯，

那些氣候、空氣，讓你呼吸保住你的生命，這些都是緣，如果沒有這些緣你就不存在

了，因為有那些緣具備，所以你是無自性的，為什麼你無自性？因為從眾緣和合而

生，故此無自性，這樣就緣生無自性，明不明白？好了，講到這裏，「遍計所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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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都是從眾緣和合而生的，何解？你計較，你的心計較，你的心都是緣來的嘛！

這樣，「遍計所執性」是無自性的，是嗎？「依他起性」從眾緣和合而生，也是無自

性，是嗎？兩種都是無自性的。

凡是從眾緣和合而生，所以它們都無自性，即是一切現象，不止「遍計所執性」

是無自性，連「依他起性」都無自性，如果照這句解。第二，緣生之自性，即是這種

無自性的東西的自性，這個無自性的自性，是從眾緣和合而生，這個自性當它

individual，從眾緣和合而生的 individual，明白嗎？沒有矛盾的，聽不聽得明白？

所以讀佛經最緊要什麼？和會不同。聽不聽得明白？

這頭講明緣生無自性，那頭就講緣生的自性，緣生的自性就是無自性了，所謂自

性者由眾緣和合而生就即是無了，是嗎？聽不聽得明白？這句東西，你出來講經最怕

遇上被別人，有一個些不通氣的，或者最頑皮的後生仔，不知天高地厚，會問到你口

啞啞的，所以你要，不是猛龍你不要隨便過江，很多人被人這樣問，在香港大會堂

講，那些人被人問，問到試過有一個發火，你又不能發火的，你被人問的。你公開。

《解深密經》，解釋幾個譬喻，四個譬喻。第一個譬喻就用三種東西來譬喻的，

是嗎？第四，第二、第三、第四，這三個譬喻就用四種東西來譬喻的，用三種東西來

譬喻的已經講過了，是嗎？用三種來譬喻，譬喻一個人有眼痛病的，是嗎？有眼病的

人，它見到空中有些圓針，有些毛，一個球那樣的，是嗎？他說這個眼病是用來譬喻

什麼？譬喻這個「遍計所執性」，是嗎？眼病所見到的那些毛、球等等，那些確實真

是見到這樣的，不是說它硬安的，這個叫「依他起性」，不過是染污的「依他起

性」，是嗎？把眼痛治好了，沒有病了，眼睛清清淨淨的，看得清清楚楚了，那時的

景象就用來譬喻「圓成實性」。

如果照這樣講，所謂「圓成實性」不是完全無形無象的，不過你不執著它便是。

第一個譬喻，明不明白陳先生？陳先生，將來你有機會講一下，可以的，我說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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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少不行的，在香港有幾個，葉文意之後，現在還有幾個能講得的，王聯章就培養

到一個譚博文，還有岑寬什麼的(岑寬華)，我不記得了，都是我的學生，不過他是王

聯章所栽培的。

聽眾：何美琪都能講。

羅公：何美琪是我手栽培的。

聽眾：麻麻地。

羅公：了不起！實在老實講，她好過葉文意，大家都是我的學生，不過她是後起之

秀，葉文意是大師兄，是這樣。

葉文意為什麼？她整天為老太婆說法，不行的！又經常為那些幼稚園的人說法是

不行的，要為些中學生以上講才行的，整天講來講去都是空中結緣那些，講故事，講

去講來做什麼？浪費時間！不過這樣留起時間俾學生講就好了，你自己講這些？我就

不講這些東西，如果要講這些，我說，你要去找葉文意，連找都不用找，找一盒錄音

帶就行了，你走來問我做什麼？這樣，她應該，何美琪就聰明，拿著我本唯識來講，

解我的那本書，她萬無一失，錯就錯在老師，是嗎？

在多倫多，我有一個朋友他開了一間餐廳，自己兼做廚師，他又曾經替別人做過

點心，炒過菜，老闆說他，你這樣做法有什麼不對的，我師父說過是這樣的做的！這

樣頂撞老闆。何美琪就說我師父羅先生是這樣講的，我拿著他的書講的。有何美琪，

還有很多個，現在後起的李樹榮那些都起了，最了不起就李潤生，李潤生。

聽眾：但是最了不起的那些不出名。

羅公：最差的也不出名，最了不起的亦不出名，中間的才最出名，是這樣的，還有，

我教書教了幾十年，大學、中學我都教過，大學、中學、研究所我都教過，我

所知，凡考試都第一的，那些一定不會大發達的，將來出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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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者、做教授，現在香港掙萬多二萬元一個月就心滿意足，或者潦倒，在中學

那裏做份教員，做到六十幾歲退休就算數了。這些趟趟都考第一的，總之出來做，那

些人結果都是撞板的。每次考第尾的，考試那些第尾的，一定不行的，這些是人渣來

的，沒有用的。最了不起是哪些？

考第四、五，第三、四、五的那些人，學校逢考試都第三、四、五的，那些人是

最了不起的，發達就是這種人，他學問不是最好，但他很了不起的，我統計過，我個

統計有三幾萬學生，我的統計，我做過很多這樣的統計，我曾經在中山大學教育研究

所那裡，做過統計，因為我很喜歡看相學的書，很多人，你中國人做看相的，說中間

有一條直線，那些叫做文筆紋，又叫做玉柱，有玉柱，以前就說有玉柱就功名是好

的，你有沒有？橫的就有，直的就無，橫的那些叫做天梯，他有天梯紋。

聽眾：斷掌的那些？

羅公：什麼？我有玉柱，右手天梯，左手玉柱，所以我這些人是沒有那麼容易死的，

我現在經常誇口，我就算今天死都已經有福有壽了。我曾經統計五百個學生，

統計五百個小學生統計，有玉柱紋的，小學生，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學生，有玉

柱紋的(時候)他不夠 7%，不夠七個 percent，小學生來計，一到中學生，又

找五百個中學生來計，百分之十九，多厲害！百分之七與百分之十九，很緊要

的，大學生處來統計，百分之三十幾，百分之三十幾，大學與研究院的學生，

百分之三十幾有玉柱紋，這樣厲害的！

聽眾：左、右手怎樣分？

羅公：以前。不理它了，總之兩隻手有一隻有就算了，本來說男左女右，現在不用

了，現在男女都一樣，總之兩隻手有就得。一到大學生百分之三十幾，你自己

去統計一下，我的所得是統計得來的，我在雲南那裡統計的，

聽眾：有就聰明了？

羅公：聰明。

聽眾：你說他有成就又聰明。

羅公：即是他的生命不斷很努力，自己這樣，凡是一條玉柱紋直上的，特徵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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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自己的意志力很強，不用靠人，自己展開它的生命，生命段段開展。

聽眾：你看。

羅公：你有，這個很好的，應該好好的，你現在都不錯，你現在都不錯。

聽眾：不夠成功呢！

羅公：什麼是成功？曾文正公(曾國藩 1811－1872)這句說話，「人間到(隨)處有乘

除。」(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

虛。)你就成就到八十幾歲都還這麼健康，或者你可能賺了大把錢，但可能你

30年前就死了都說不定，是嗎？這裡一條乘數，那邊可能有除回去了，是

嗎？

不緊要的，就平均數凸些就可以了，自己的意志堅定，生命段自己展開不要求

人。天梯就不是，天梯就叫社會紋，social line 社會紋，社會的幫助，尤其是平輩

的，社會的幫助，得人緣，這種人最擅交際的，有天梯的人。你應該擅交際的，擅交

際，得人緣，那些是社會性的。

玉柱就個人性的。還有一種叫華蓋紋，在這條紋之上，像半邊月那樣，或者零零

碎碎的，在旁邊，在這條橫紋之上的有條紋，那些叫做華蓋紋，華蓋即是羅傘也，以

前那些做官的，有個羅傘遮住他，華蓋紋，華蓋紋是什麼？也是別人幫忙的，好福

氣，一味好福氣，別人不行的，那種人他坐在那裡就行了，華蓋紋別人幫忙，天梯紋

也是別人幫忙，那一種好？

各有特長，華蓋文就是那些長輩，上司、世伯、世叔，阿叔、阿伯那些幫忙你

的，天梯紋就同輩的人幫忙你，低輩的人捧你，這是天梯紋，最好就又有天梯又有華

蓋，就正式在世界上是長袖善舞的這種人，現在你看看，有間叫做世界書局，花丹拿

街直入去裡面有個大書櫃，裡面有一套書，叫做《古今圖書集成》，如果你們有錢就

買了它。

24



陳先生！買了它給兒子讀，你有錢，我看要幾千元才買得到，買了它，這套書不

容易買的，《古今圖書集成》多倫多我知道McMaster (McMaster University)大學

圖書館有，現在普通的圖諸館都沒有這套書了，《古今圖書集成》是清代康熙皇的時

候，養了一班讀書人，把古書分類，其實這本是一本中國的古代的、很古的

encyclopedia，百科全書，分類的，很大，那個櫃剛剛夠裝，那三個櫃裝起來剛剛

夠放，《古今圖書集成》買了它放在這裡，將來賣出去都不會不值錢。

我在中山大學教書的時候太得閒，在圖書館裏面將《古今圖書集成》裏面的，裏

面有一個〈術數部〉，裏面占卦、算命、看相，有一部分，叫做〈術數部〉，〈術數

部〉裏面又有一小部分叫做〈相術部〉，你去看看，裏面有一部分〈相術部〉，這麼

大疊，最正統的，最正宗的，皇帝叫一班人在那裡造的，看風水裏面叫〈堪輿部〉，

最正宗的看風水，現在那些人看風水，你說不要說我得罪他們，他們都不知有沒有讀

過那些。真正正宗的看風水要那一套，還可以用來做招牌，你這樣講法那裡來的？

就是《古今圖書集成》，這個招牌一打出來誰敢說你？我有空就在那裏看，同時

我又在大學教書，大學教書，同時我又在小學、我們在那些中學兼課，問下那些學

生，拿隻小手來看看，看得多，看過幾千人，當時在中山大學，那些學生改個名，改

陳湛銓(1916－1986)的名叫做危言堂，改我名叫聳聽軒，就是這樣的。整天講些東

西來嚇他們。好了，第一個譬喻明白了？第二個譬喻、第三個譬喻、第四個譬喻未

講？是嗎？第二個已經講了一些，第二個譬喻是怎樣？

用水晶，「頗胝迦寶」，用水晶作譬喻，它說那是透明的水晶一塊，這塊水晶，

如果用這個藍色、青色、藍色的染料，一染它，它就變成什麼？藍寶石那樣了，你一

看下去，就被它騙了，不知道它是水晶了，以為這是藍寶石來的，如果用紅的染料一

染它，你就以為它這塊是紅寶石，其實它不是，它是水晶。如果它用黃色的染料來染

下去，就變成金色，你隔遠一望，以為它是黃金來的，這個染色，第一件就是那個水

晶，第二件就是染色，第三件，那個被它騙的，以為它是真的藍寶石，以為它真是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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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以為它真是金，第三種是假東西了。第四種就是什麼？真實的相狀是怎樣的？

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根本這件東西是假的，沒有的，金又是假的，藍寶石也是假的，是嗎？其實那塊

也不過是水晶，水晶之相根本就沒有這些東西的，如果我們深一層去了解，這個水晶

根本就是一堆原子，一堆電子、質子在那裏而已，根本連水晶都是沒有的，是嗎？我

們明了這四種東西，好了，講到這裏，在這裡講到這裏了。暫時先講一些題外話你就

明白了，佛家講唯識的人這樣講，何解我們見到這個五濁惡世，娑婆世界這麼壞？很

多戰爭，這麼殘忍，何解呢？

何解又說有個西方極樂世界這麼安樂的？何解？何解你江漢林、我老羅不變起一

個西方極樂世界出來？偏偏變起這個娑婆世界這樣苦的？何解你這麼愚蠢？何解會這

樣？我們的答覆是怎樣的？我們不是想變這個痛苦世界，我們很想變極樂世界，是

嗎？但是變不到，我就變到這個，是不是這樣講？是這樣講了。

好了，我再問你，何解你變不到？何解阿彌陀佛與觀音菩薩他們又變到這個極樂

世界？為什麼你江漢林變不到？一定有一個原因的，是嗎？兩個人，兩個孩子，一個

讀書讀成發達，一個就將來做乞兒的，一定有原因的，沒有一點原因都沒有的。原因

何在？你學佛，你真正學佛你要考慮了，用你的腦，用你的理智，你講。

聽眾：業。

羅公：什麼？

聽眾：業力。

羅公：是，業，作了不好的業，是嗎？對，你答了一截了，何解會作了不好的業？這

個業作得好你會生極樂世界，你要答這一句。

聽眾：無明。

羅公：什麼？對了，煩惱，是嗎？無明，是嗎？無明不是只是一個無明，整堆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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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煩惱，我們可以，是嗎？煩惱之中最緊要的就是什麼？煩惱障與所知障，

這兩種障，是嗎？煩惱障中最緊要的，煩惱障是一堆東西，這些東西是什麼？

那個中心，煩惱障是一堆煩惱來的，這堆煩惱之中最緊要的。

聽眾：貪、嗔、癡。

羅公：是呀！貪、嗔、癡。都可以，但你答不到那裡。

聽眾：我執、法執。

羅公：對了！煩惱障，一堆煩惱中，以這個我執做中心，最緊要，我執是什麼？「遍

計所執性」來的，是嗎？

沒有那些執那些，無我執有個我，還不是「遍計所執性」？法執是怎樣？沒有那

些執有那些，無鬼就執著有鬼，無風水就執著有風水之類，是嗎？這些叫做法執，法

執是「遍計所執性」，是嗎？我執、法執就是「遍計所執性」，所謂「遍計所執性」

不外兩種執，是嗎？好了，歸根究底何解我們變不起極樂世界？為什麼我們偏偏變起

娑婆世界？是，無錯，因為有煩惱，因為有煩惱就作業，作些不好的業，何解？那些

煩惱是怎樣的情況的？

煩惱，煩惱可以分為兩大類，是嗎？煩惱是兩個大集團，一個集團是以我執為中

心的，那些叫做煩惱障，那個集團；是嗎？另外這個大集團，以法執為中心的，叫做

所知障。執就是「遍計所執性」，我們不分，總之我們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因為我

們有「遍計所執」，因為有「遍計所執」，因為有執，所以搞出這麼多事，是嗎？如

果你想沒有這麼多事，你就無執，要無執，你想無執要怎樣？學習，戒、定、慧，是

嗎？

一味靠念咒，學密宗不行的，我講給你聽，這是真實說話，我也是密宗弟子，不

行的！一定要學習聞、思、修。盲目修禪可以嗎？不行的，人生幾十年，很容易踩錯

了腳，參錯了，那時再回頭已是百年身，怎麼行？一味迷信，叩頭拜佛，請佛保佑行

不行？不行的，一定要怎樣？多聞經教，聽聞，只是聞行不行？不行，要想，想通、

想透，只有一個想字都不行，實際那時真是要打坐，入禪定，禪定裏面修止觀，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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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就對付這些執著。

這樣，因為我們無始以來不知幾多萬、萬、萬、萬世，世世都起那些我執、法

執，遍計所執，人生八十年，就算你有一百歲，人生一百歲，秒秒鐘都熏我執、法執

的種子下去，這些叫做什麼？我執、法執的種子多到極，智慧種子有沒有？有沒有？

有，微到極，是嗎？微到極，一盤水，你給一匙那麼多香水倒進去，給整整幾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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