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遍計」的，你空了那些「遍計所執」，就連「依他」你都不執了，是嗎？當

那個時候，你就怎樣？「遍計」是嗎？「依他」不現，不是說不有，有，但它不現

了，那個時候就真是大地平沉了，那時是根本智證真如了，明白了嗎？

聽眾：是呀、是呀！

羅公：你那一點，修正一點點。

聽眾：是呀！我不是說你的世俗諦有，除清了「依他」起，來到證到真如的時候，然

後再除這個「依他」。

羅公：未證真如之前的一剎那……

聽眾：是呀！我的意思是這樣。

羅公：正在證的時候亦無。

聽眾：是呀！是呀！「依他起」的時候，世俗諦……

羅公：是、是，不是無，而是不現。

聽眾：是呀！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羅公：對！你的理解是這樣就對了，就差一點點而已。

聽眾：證到「圓成實」的時候，「依他起」一樣要除。

羅公：沒有，「依他」不現，「遍計」不存，「依他」不現，那時見真如。

聽眾：我就是想問你這個意思。

羅公：這樣，見性沒有多久。

聽眾：1988年 11月 12日。

第一是那個〈序品〉，是嗎？那個〈序品〉不是很緊要的，那個〈序品〉只是將

佛所住的淨土，裏面有十八種莊嚴的相講出來而已。既然我們已經講了那本經，不能

不講〈序品〉的，所以都講，同時都知道，所謂淨土就是這樣的。第一我們已經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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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了解，請大家重溫，回去讀一讀那個〈序品〉，你將來，你們將來生極樂世

界，將來極樂世界亦不外如是，那十八種圓滿相，是所有淨土通相，共通性來的。第

二，這本經的內容就先講什麼？先講勝義諦，即是這個本體，宇宙與人生的本質，勝

義諦又名叫做「空性」，又叫做「真如」，他先講了給你聽，那個真如是怎樣的，等

你對於所謂「真如」不會籠籠統統。先講了那個真如給你聽，令你對所謂真如不會籠

籠統統。現在學佛的人對於真如的概念是最籠統的，但你讀了這個《解深密經》，什

麼叫做真如你就絕不籠統，有這個好處。

這樣講完真如，講完勝義諦之外，其餘通通是世俗諦，即是一品是勝義諦，其餘

那六品、其餘七品都是世俗諦，這個世俗諦裏面，佛教裏面所講的東西，只是從兩個

角度講，一個從「有」的角度講，有，另外一個角度從「空」，從無、即是空的角度

講，「有」的角度講就是什麼？所謂「有」者，我們的「阿賴耶識」就是我們生命的

根源，是嗎？這樣就是什麼？〈心意識相品〉，令你知道我所謂「心」，所謂生命是

怎樣來的，你明了嗎？這個「阿賴耶識」，你明瞭了，講〈心意識相品〉。跟住就講

什麼？接續講「有」的，「三自性」，有是怎樣「有」法？三種不同的「有」法，你

說這種東西有，有都有三種不同的有法，一種是「遍計所執」的有，完全是偽造出來

的，第二種是「依他起性」的有，因緣和合就幻現的，第三種有是真如佛性、「圓成

實性」，然後才是真有。

講了「三性」，「三性」是從「有」的角度講的，這樣，佛教之中，小乘都是從

「有」的角度去講的，不從空的角度去講的。一到大乘就兩邊了，龍樹菩薩的就從空

的角度去講，從無的角度去講，無著、世親就從有的角度去講，有的角度去講最重要

就是什麼？唯識即是「阿賴耶識」與「三自性」，已經講過了。從「無」的角度講又

如何呢？有一品了，叫做〈無自性相品〉了，無自性的「相」，這是講「無」的了。

你們整天開口又說「空」，閉口又說「空」，一會又說「四大皆空」，怎樣「空」

法？他解釋給你聽，所謂「空」就是這樣情況。這樣你對於那個「空」，讀完這品

後，對於所謂「空」就不會籠統，因為人最怕籠統，這樣講「無自性」即是無講？

「無自性」就是空了，「自」就是自己，自己，那件東西的自己，「性」，體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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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它沒有自己的體質的，沒有體質還不空？是嗎？你的口袋裏面沒有東西，我們就

說那個袋子裏是空的，是嗎？那件東西根本就是假的，不是真的，沒有實質的，我們

叫它做空，所以「無自性」就是空那樣解。沒有它自己的實質的，這樣就叫做

「空」。

那個「空」字與「無自性」有一些出入，怎樣呢？那個「空」字是包括兩種東

西，第一，陳芷君你都識了，那個「空」字包括什麼？兩方面的，兩個範疇的，是

嗎？記不記得？一個就是什麼？無自性，無實質的，二，幻有，是嗎？不是全無，幻

有，這樣合起來就叫做「空」，這個是龍樹菩薩講空，是這樣講法的。好了，到了

《解深密經》所講的空，即是「無自性」，無自性只是偏於無自性的方面講的，有一

些出入，這個「無自性」即是「空」，無自性的相，這個「相」是什麼？體相，相

貌，無自性的「體」，無自性的體相，無自性的相貌，這一品即是講「空」的道理

的，在未講之前，我先講給你聽，所謂「無自性」到底是什麼？即是所謂「空」到底

是怎樣的？

他的解答就是，空有三種不同的空，第一種，根本不存在的，既無實質亦無作用

的那種「空」，這種就叫做「相無自性」，同是「無自性」都有三種不同的無，無自

性的「性」，要這樣才行的，「相無自性」，這是 adjective來的，的「性」，那種

那樣的體性，明白嗎？「相無自性」的「性」嘛！「相無自性」的 adjective嘛！這

個「性」是一個 noun嘛！「相無自性性」，譬如我問了，世界上並無一種東西叫做

「相無自性性」的，這個即是「遍計所執性」來的，是嗎？「遍計所執性」從有的方

面叫做「遍計所執性」，擰一擰它來看看，從無的那方面來看，不還是「相無自性

性」？因為「遍計所執性」是全無的嘛！是嗎？就是依據「遍計所執性」而假立一個

名稱，而叫做「相無自性性」。

現在整日都講，佛家講空，這又空，那又空，其實主要就是空那個「相無自性

性」。第二個了，何解叫做「相無自性性」？連它的相狀、體相都無的，那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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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體相」，「體相」，根本沒有這種東西的體質在的，「相無自性性」。第二種

「無自性性」了。「無自性」的 adjective，的那種「性」，這個「性」字當「體」

字解，兩個「性」字，那何解「生無自性性」？「生」者，眾緣和合而生，因為它不

是自己本來就存在，要靠眾緣和合而生它出來的，既然要靠眾緣和合而生，即是它自

己沒有自己實質的了，是嗎？因為要靠眾緣生，所以它無自己實質，當那個眾緣一滅

的時候，它亦跟著滅了，它即是無自己的實質的，「生無自性性」，即是什麼？

聽眾：「依他」。

羅公：即是「依他起性」，正面從有的角度來看，它叫做「依他起性」，從反的角度

來看，就叫做「生無自性性」，明不明白？即是所謂「空」，現在有兩個階級

了，第一種就是完全沒有的，好像什麼？龜的毛，兔的角那樣，這些就根本不

存在的。是嗎？第二種就是什麼？我們說像 那樣，空的，龜的毛，兔的角那枱

種空與這種 的空是不同的嘛！這張 是眾緣和合而生的，「生無自性性」來枱 枱

的，同時即是「依他起性」。而龜的毛，兔的角是神經錯亂想出來的，明不明

白？「空」有兩個階級，無種空法不同的，所以我們要了解空，不要開口又

空，閉口又空，這樣籠籠統統的空不行的，依據「依他起性」而假立一個名，

叫做「生無自性性」。是嗎？第三，「勝義無自性性」，這個即是勝義諦，勝

義諦是什麼？勝義諦之中，不見有一法是有自性的，「勝義無自性性」了。這

個不就是「圓成實性」來的？是嗎？你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陳芷君聽得

明白嗎？從「有」的方面去看，就是「三自性」，從「無」的方面看，「三無

性」。你就聽過《唯識三十頌》了。是嗎？「即依此三性」，你聽過嗎？「即

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無性」，「三無性」，這個

是講空。這樣即是說「空」有三種，一種是根本全無，「體」、「用」都無

的。「空」。

第二種，眾緣和合就有，眾緣一散就無的，第二種，第三種，根本，當你沒有了

一切個別的東西，這是勝義來的，無一切法其他的自性在的，聽不聽得明白？這樣也

可以這樣解，勝義這個勝義諦，是「無自性」的這個，當你修觀的時候，一切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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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性」，這個杯又「無自性」，什麼又「無自性」，什麼又「無自性」，全部

「無自性」，連到「無自性」這句話都沒「無自性」，排除了的時候，那個勝義顯露

出來，那個「勝義無自性性」，是「無自性」所顯的「性」來的，所揭露出來的

「性」來的，聽不聽得明白？由「無自性」這種空觀所顯露出來的勝義諦，就叫做

「勝義無自性性」，這個即是「圓成實性」，正式解就是這樣了。但是這個性，你識

解了？了解之後，我就要解一種東西給你聽了，「勝義無自性性」這個名，兩方面

的，第一就是指「圓成實性」的「勝義無自性性」，第二，「生無自性性」，在那些

經論裏又叫做「勝義無自性性」的，你不要搞亂，何解？沒有辦法，古人是這樣，你

很難怪他，是嗎？不過那個「勝義無自性性」有不同的解法，「依他起性」都叫做

「勝義無自性」，即是說何解？在勝義諦中沒有這個「依他起性」的，在勝義中無這

個自性的，就叫做「勝義無自性性」，這個不就是「依他起性」？第二，這個「圓成

實性」，這個「勝義無自性性」是這樣的，用「無自性」的這種的空觀，所顯露出來

的那個勝義性，勝義諦性，這個是「圓成實性」，聽不聽得明白？所以人人整日都講

「無自性」，「無自性」的相貌是怎樣的？就講了給你聽了。

這樣，在這一品裏面，就判教了，唯識宗判教了，將整個佛教判成三級，好像天

台宗那樣，判這個四教，好像華嚴宗判五教一樣。這個佛，這位勝義生菩薩將佛法判

成三教，有教、空教、唯識教，判成三教，這樣就順便了解判教，有這個好處。第一

了解，整天說講一乘，天台宗整日講一乘，還有一切眾生個個都成佛，這些這樣的如

何解釋呢？他這裡就解釋了。佛講一乘，這些是密意說而已，不是了義的，如果了義

的，三乘才是了義的，他這樣講。這樣，〈無自性相〉的品，一品，「品」即是

chapter，這一個 chapter是講「無自性」的，這個「相」者即是義理上的相狀，第

五品了。不經不覺，我們已經講了《解深密經》的四品了，八品而已，不過後面這一

品很長的，文就分做四大段，甲一，由甲一到甲四，甲一，就問答辯三無性之意義，

三無性之意義，佛與那個勝義生菩薩一問一答，來說明這個三無性的義理。然後甲

二，不是，問答解三無性，然後，領解讚嘆，那個勝義生菩薩經佛解釋之後，他能夠

領受這種見解了，佛就讚他了，讚嘆。然後甲三，辯經優劣與持經功德，就說明，同

是佛經，都有優有劣，即是有了義、不了義之分，並且敘述持了義經的功德。所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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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以為只是一味念《地藏經》有功德，念《阿彌陀經》有功德，其實念這些了義

經，功德更加大。甲四，請立經名，持誦得益，勝義生菩薩請佛自己，這一品當一本

經，可以當一本獨立的經，請立一個名，當時那些大眾所得的益。

現在甲一了，問答三無性的義理，問答三無性之義，分兩段，乙一、乙二，乙

一、菩薩問，乙二、佛正答。然後乙三，領解受持，這位菩薩領受佛的所講的話而了

解，就受持，就是記憶，以前就是受持，受是怎樣？現在我們可以買書來印，拿住來

讀，以前就要受持才行，「受」者，接受，聽，「受」者，聽受，「持」者，記憶，

用腦記憶住它，就叫做受持，受持。乙四，較量嘆勝，比較了義經與不了義經的比

較，較量即是比較，同時，《法華經》就主張一乘，現在，其他經就主張三乘，哪一

種才是真實呢？乙五，依教奉行，聽了之後，個個人都依教奉行了。

現在先乙一：乙一分三段，乙一，菩薩問，乙一，菩薩問分三段，丙一、丙二、

丙三，丙一、標問答的人，「標」者，舉也，記住，我連國文也教了，那個「標」字

當舉，舉出，舉出那個問答的人。然後，丙二、申所問事，「申」者，述，講，申述

他所問的東西，然後丙三，依教發問，依住佛，「依」即根據，根據佛從第二本經，

經教裏面所講的內容來問佛，現在丙一，標問答人。這些甲、乙、丙、丁是我加下去

的，不是經的，頂格的那些才是經，是嗎？你不要以為，你不要將來說，我念了《解

深密經》連甲一、乙一都念了，你不要這樣，那些不是經來的。是呀！即是你念《金

剛經》，「法會因由分第一，善現啟請分。」你不用念這些的，你一直念經文的，

「法會因由分，善現啟請分。」這些是梁武帝的兒子，那個昭明太子加進去的，即是

等於我老羅加這些進去一樣，不過他是太子那樣解而已。

「爾時，勝義生菩薩摩訶薩白佛言：」講到上文那裡，那時，有一位菩薩名字叫

做「勝義生」，勝義生菩薩，他是地上菩薩，「摩訶薩」，菩薩，大菩薩，即是表示

他不是普通的，不是好像我們這些小菩薩，而是那些已經入了地以上的那些大菩薩，

「白佛言」，他對佛這樣說，他怎樣說呢？丙二，申所問事了，申述他所問的事情，

這一段很重要的。你看：「世尊！我曾獨在靜處，心生如是尋思：」下面引起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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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義生，曾經獨自在很靜的地方，我的內心裡生起一種這樣的思想，「尋思」，這樣

的想法，我怎樣想呢？我這樣想的，「世尊以無量門曾說：諸蘊所有自相，生相、滅

相，永斷、遍知。」一句。他說，我這樣想，世尊，即是佛，「以無量門」，就是從

很多很多經典裏面這樣講，「無量門」，「門」即是什麼？「門」即角度，aspect，

從各方面，從很多方面，「無量門」即是很多方面，從很多方面來宣說些什麼？他曾

經宣說「諸蘊」，「諸蘊」即是五蘊，「蘊」不只一個，所以就加個「諸」字，「諸

蘊」，「諸蘊」所有的什麼？自相，「自相」者即是本身的相狀，「自相」亦即是我

們普通的所謂什麼？我們的 definition，把那種東西的 definition講出來，「自相」

又名叫做「別相」，它自己的、自己的、特別的、與別不同的特質，這個「自相」你

可以解做「別相」，「別相」即是什麼？特質，特性，特性，諸蘊的「自性」是什

麼？「蘊」有五蘊，第一個「色蘊」，「色蘊」以質礙為自性，有實質，會互相障礙

的為自性；「受蘊」以領納、接納為自性，「想蘊」以構成概念等為自性，不是！

「想蘊」以構成概念等為自性，「行蘊」就以什麼？除了「受」、「想」以外，各種

心的作用為自性，或者以意志等，心的作用為自性，「行蘊」；「識蘊」，認識力，

「識蘊」，認識、了別為自性等，各有各的自性。

宣說諸蘊的自相，自性，自相亦名叫做自性，梵文的「性」字與「相」字是通用

的，「相」者，即是它的特性，特殊的相狀了。「生相、滅相，」五蘊都是有為法來

的，有為法，眾緣和合它會生，生的情形怎樣？叫做「生相」，生了之後，經過一段

時間它一定滅的，就是「滅相」，自相是它的特別相狀，「生相」、「滅相」就是它

的共通相狀了，「永斷相」，佛，我已經講過，大家一定沒有怎樣留意，我再講，佛

最初成佛之後，他的報身佛，在華嚴會上說《華嚴》，但是他的化身佛，《華嚴經》

不是化身佛說的，是報身佛說的，化身佛一開首來講，就走去鹿野苑，找著那五個比

丘，就對他們說四諦法，是嗎？這樣說四諦，講，講四諦的時候，四諦即是「苦」，

不是食黃蓮，被火燒那種苦，這個「苦」字是什麼？很廣義的，即是有缺憾的，不美

滿的，那個「苦」字是這樣解的。所以你不要，現在的人動不動就說，佛真是消極

了，整日動不動就說苦，人家佛家的「苦」即是不美滿的，令到我們，令到我們不能

滿足的，有缺憾的，是這樣解的。我們的人生與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都是不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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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苦的，這樣就叫做苦，「苦諦」。

第二，苦諦不是憑空來的，我們苦的人生、苦的世界不是憑空來的，是由我們前

生的煩惱和業招集出來的，「集」，「集」即是招集，即是主席召集開會那樣，招

集，「集諦」。然則人生就是無希望了？我們的人生始終是缺陷的，苦的，煩惱又除

不去的，整日「集」的，那麼如何是好呢？不是，我們有希望的，我們有一種這樣的

境界，叫做「滅」，「滅」者不是說滅亡，是苦的世界滅，苦的人生滅，「集」，那

種煩惱與業，還有那些有漏的「滅」，有一種這樣的情況的，這種情況即是什麼？這

種情況叫做涅槃，是嗎？涅槃。即是有漏的、有煩惱的、苦的、生死輪迴滅了，那是

一個清淨無漏的生命的顯現，就叫做「滅」，「滅」就滅了那個有漏的，有煩惱的，

那個清淨的生命就會反而顯露的，這樣叫做「滅」，滅諦。又叫做「苦滅諦」。但是

那個「滅諦」是不是我們幻想，坐在那裏幻想就可以？不行的，我們要實際要去修行

的，我們要修道的，修道的結果，就是可以證到，直接體驗到那個「滅諦」的，那個

所修的道，叫做「道諦」。這樣，這裏就兩重因果，是嗎？講完這裏。就先放一個

break，然後再來。

「苦」，苦是果，是嗎？苦的果的是什麼來的？由煩惱與業做因得來的，一重

因，一重果了，是嗎？這個因與果都是什麼？是迷的，是迷界的因果了，這個迷惘，

迷界的因果了，又可以叫做有漏的因果了。這樣，「滅」是什麼？又是果，涅槃是

果，涅槃，你想證涅槃要修道，「道」就是因了，這就是悟界的因果了，悟的因果

了，悟的因，悟的果了，兩重因果。即是一迷一悟的因果，結構很好的，是嗎？好

了，佛就很詳細地對那五個比丘說明這種四諦的道理，何解叫做「諦」？你不要解為

亂講亂諦那樣，「諦」者，實也，實、真實的道理，真實的說話就叫做「諦」。人生

是苦，我們的世界是苦，是真真實實的，「集」，苦是有原因的，原因是由煩惱與業

造出來的，「集」，這番說話是正確的，對的，「集諦」。涅槃確確實實是有的，不

是虛構的，「諦」，修道確實是可以證到涅槃的，不是假的，「道諦」，這樣就是

「諦」，佛很詳細地講了「四諦」之後，之後每講一個，講完之後，他的結論就複

述，佛很長氣的，複述，第一輪複述，「四諦」解釋完之後，他就講這句說話了：

8



「苦應知」，人生與世界是苦的，我們應該要知道，要了解，「苦應知」；你知道苦

都不行的，不是辦法的，還要把那個「集」剷除，「集當斷」，不要用「當」字，全

部譯作「應」字就好了，我們想滅苦首先要斷除這個「集」，「集應斷」；「滅」，

有個「滅諦」可以求證的，「滅應證」，我們應該去求證這個「滅諦」，涅槃，我們

想證得涅槃，我們要修道，叫做什麼？「道應修」。

講一段之後，各位弟子啊！「苦應知，集應斷」，它的原文應該譯作什麼？「苦

應遍知」的，「遍知」，那個「遍」字即是何解？清清楚楚完全了解，即是切切實實

了解，「遍」，那個「遍」字即是 completely，完全了解得清清楚楚，「苦應遍

知」，「集應永斷」，「永」字與這裡有關，永遠斬斷煩惱與業，「苦應遍知，集應

永斷。」應該這樣譯的，不過譯家就求其文字講，「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這

個「證」即是實證，「道應修」，講一輪之後，他又重新講。講完之後，第二輪講完

之後，那個結論是什麼？「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第二輪又長氣，又

重新又再講一輪，他又講到結論，他又「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又

講。很叮嚀，很周到對那些弟子講。講這樣叫做什麼？三轉法輪，轉三次。好了，看

回這裏，「永斷相」，我們這五蘊是由煩惱業招集出來的，它的「集相」，「永斷」

就是應斷，應該永斷的相，即是「集相」，用「永斷」來代表「集」，明白了嗎？

「遍知相」，「苦」，即五蘊是苦的，明白嗎？「永斷」即是五蘊之所以成為出

現，是由煩惱與業引出來的，這是有漏的，都是就有漏來講，「遍知相」即五蘊是苦

的，這樣即是六個相了，是嗎？用六個相來說明，「自相」、「生相」、「滅相」，

五相，不是六相，我講錯，五相，是不是五個？「永斷相」、「遍知相」，五個，我

又加了，又是黐了線(糊塗了)，這個加一了，明白了？

用五相來說明了。「如說諸蘊，諸處、緣起、諸食亦爾。」他說，當佛說、說明

「五蘊」的時候，就是用五相來說明的，佛在別的地方又說什麼？「諸處」，「十二

處」，佛你在別處說「十二處」的時候，又好像如「五蘊」一樣，如「五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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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將那五種相，「自相」、「生相」、「滅相」、「永斷相」、「遍知相」又詳細講

給人聽，即是講來講去都是有的，不是講空的，它又講「緣起」，十二因緣，佛在別

的地方又講十二因緣，又講十二因緣的「自相」、「生相」、「滅相」、「永斷

相」、「遍知相」，又講「諸食」，「諸食」即是四食，眾生食是「四食」，記得？

記得？江漢林你數出來。四食，多少？「段食」，「段」者，一團一團放進口裡，一

段一段地食，是嗎？我們就是「段食」，吃飯，吃飯，食餐就是「段食」了，段字即

是一團一團那樣解，一塊塊，那個段即是 piece，pieces，一塊塊地放進口裡。「觸

食」，我們只是食不行的，食到怎樣？啊！很好味道，咕！吞下去，要「觸」的，是

嗎？還有，我們除此之外，我們食的時候還有很多種接觸的，是嗎？「觸食」。「識

食」，我們還要有精神糧食的，認識很多東西都是「食」的，那個「食」字不是當物

質食的，我們當營養講，都是「食」的，認識事物都是一種營養，假設你們有……你

都不知，你再去……四食，「段食」、「觸食」、「識食」，「意思食」。其詳細是

怎樣？詳細就費事講了。你們找本《佛學大辭典》查一查，四食，查一查四食。

聽眾：「段」是什麼段？

聽眾：一段、一段。

羅公：一段、一段。

聽眾：哦！這個段。

羅公：團之。

聽眾：一團之食那個團。

羅公：新譯將它譯做「團食」，團食，一團一團放進口裡。細路哥吃飯公(飯

團)，一團一團放進口裡。四食。他說，你佛在別處又說四食，當你說四食的時候，

又講它的「自相」，講「生相」、「滅相」、講「永斷相」，「遍知相」。「亦

已」，即也是一樣，你都是這樣講，以前你從來都不講空的。聽不聽得明白？先講到

這裏，放 break，我講完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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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量門曾說：諸諦所有自相，遍知、永斷、作證、修習。」「以無量門」，

即是以很多個角度，是嗎？「無量門」，many aspects，很多個角度，很多個角度

來到說，你曾經說明，從很多個角度來說明，說明「諸諦」，「諸諦」即是四諦：

「苦諦、集諦、滅諦、道諦」。諸諦所有的「自相」，它自己本身的特性，是嗎？或

者它本身的、它的 definition。「遍知」，「遍知」什麼？四諦之中，「遍知」即是

什麼「諦」？記不記得？

聽眾：「苦諦」。

羅公：「苦諦」，「遍知相」，「永斷」，「集諦」，「作證」呢？「滅諦」

了，「滅應證」嘛！，修習呢？「道諦」，「道應修」。說四諦，這裡又五相了，是

嗎？都是五相。「以無量門曾說：諸界所有自相、種種界性、非一界性、永斷、遍

知。」又是五相，是嗎？你又從很多個角度來到說明，「諸界」，「諸界」即是「十

八界」，「六根」、「六塵」、加「六識」，就「十八界」，「十八界」所有的什

麼？「自相」、它自己的特性，是嗎？「種種界性」，什麼叫做「種種界性」？十八

界之中，諸界互異，我寫錯了一個字，諸「義」互異，我寫錯了第一個字，諸「界」

互異，各界是互相不同的，就叫做「種種界性」，「非一界性」，什麼叫做「非一界

性」？眾生有無量，每一個眾生都有它的「十八界」，每個眾生的「十八界」都有出

入，如果眾生的「十八界」都沒有出入，那麼就應該每個眾生都同一個樣子，同一個

性格的，何解眾生個個不同樣子，個個不同性格？就因為他有「非一(的)界性」，各

個不同的，「十八界」的眾生各個不同，同時那「十八界」的什麼？「永斷相」，即

是「集相」；「遍知相」，即是它的「苦相」。講了一句了。下面：「以無量門曾

說：念住所有自相、能治、所治、及以修習，未生令生、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

長、廣大。」這裏我的標點就點錯了，剛好那晚夜我打瞌睡，所以標錯了。我記得那

天晚上寫的時候打瞌睡，所以就標點錯了，那個「界」字就整錯了「義」字那樣。

我現在解了，「以無量門」，世尊你曾經從很多個角度，曾經說明什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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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念住」是什麼？「四念住」，佛教的人最初生修止觀、修禪定，就是「四念

住」了，「觀身不淨」，觀我們的身是不淨的，不是很乾淨的，「觀受是苦」，觀察

我們那些有煩惱的人，他的一切感受都是帶有苦性的；「觀心無常」，觀察我們的心

整日都是一起一滅，都是無常的；「觀法無我」，觀一切法裏面，沒有一個自己的我

的，那個「四念住」。整天念念不忘這四種東西，這樣而住於定中，就叫做「四念

住」。其實「念住」就不應該叫做「念住」，應該叫做「慧住」的，修止觀就用慧

的，「住」就是定，依慧來住的，何解「念住」？

它這個梵文文法是這樣，梵文文法，兩個名詞的構成，有一種叫做「鄰近釋」，

講，不是講正那件東西的，指桑罵槐那樣的叫做「鄰近釋」，「釋」即是格式，兩個

名詞合拼成為一個複詞，這個「住」是一個字，是一個 word，「住」是一個

word，「住」是一個word，「定」，依念而住，這個「念」，「慧」而住的，依著

「慧」來住的，應該是這樣，靠「慧」嘛！修觀要靠「慧」的，何解用念？因為在定

中你那個「慧」要起的時候，要靠那個「念」來控制住，「念」，「念」即是什麼？

時時留心看著那種東西，mindfulness，mind就是心了，mindful 這是 adjective，

用 心 了 ， mindful 就  adjective 來 的 ， 但 要 當 noun 用 ， 要 加 個

ness，mindfulness，我們修止觀的時候，修定的時候，修這個「四念住」的時候，

要依靠這個mindfulness而住的「定」的，不然的話心就會散了，這樣即是什麼？

依念而住，應該是依慧而住的，他說「依念而住」，在「念」的範圍裏起「慧」

的，取鄰近，即是你在登打西街住，我不講給人聽你住哪裡，就告訴你就說登打西

街，應該說西街的，應該說在西街，帝國商業銀行側邊，譬如你住在那裡，應該這樣

說。等於修止觀就應該依慧而住的，但是我可以這樣講，登打西街。士巴丹拿街

(Spadina Avenue)轉角啦！可以這樣講的，可能更加明白一些的。這樣你就不會誤

會了，走去士巴丹拿街去找了。「依念而住」，即是特別強調這個「念」字，入定的

時候，「念」很緊要的，依念而住叫做「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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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正念是不是那個慧來的？

羅公：什麼？

聽眾：正念。

羅公：正念不是等於慧，「念」就是正的 mindfulness，right mindfulness，正

念，right mindfulness。

聽眾：它這個「念住」都是正念？

羅公：正念、正念，現在的人，學唯識宗的就不會籠統，就是這樣，學其它的宗就會

龍統，正念其實即是「正慧」，你要依，要起正念，不要起邪念，即是說你的

慧活動要正，但是它擔心你的心散，他就說正念，都是鄰近。明白嗎？尤其是

那些講淨土的人，整天講正念、正念，其實淨土的念真是正念，整日念著阿彌

陀佛，其它那些修觀的，都是正慧，不過它強調一個「念」字，四種「念

住」。這樣四種「念住」，每一種「念住」都有它的「自相」了，有它的特質

了。「觀身不淨」，觀我們的身體的特質就是不乾淨，「觀受是苦」，即是觀

受的苦，不是觀它的樂，是嗎？它的特質，它的「自相」。

「能治所治」，能治的「治」旁邊那一點是不應該有的，我因為打瞌睡整了一點

下去。能治它的所治的東西，所治，「治」即是對付，它所對付的煩惱，即是「四念

住」能夠對付它所對付的煩惱，聽不聽得明白？「能治所治」四個字合起一

個，phrase，一個詞來的，聽不聽得明白？這樣「四念住」能夠治些什麼？考一下

你們，考一下你們的 IQ，第一，就是「觀身不淨」，不淨，要觀「不淨」；第二，

「觀受是苦」，觀它是「苦」；第三，觀它是「無常」，第四，觀它是「無我」。對

付什麼的？對付眾生的那四種執。陳芷君你想一想，考你的 IQ,眾生有四種顛倒執，

是用四種「念住」來對付它的，對治。用什麼？「觀身不淨」對付眾生的什麼執？想

清楚，「觀身不淨」眾生有哪四種執？你講？不是，四種顛倒執？

聽眾：無常又說「常」那些？

羅公：對了！那四種顛倒嘛！眾生無常偏偏執它為「常」，是嗎？「無我」的，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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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自私，說有個「我」，身體不淨的，我們的身體與牛肉 上的那件牛肉有什枱

麼不同？是嗎？但是我們覺得很寶貴的，是嗎？你看，你看那些人，見到牛肉

，我們經過就覺得臭。我們又如何？枱

聽眾：自己都臭啦！

羅公：我們自己怎樣？摸完鼻涕又沒有事了，是嗎？以為自己是乾淨的，是嗎？什麼

都覺得自己是乾淨的，「不淨」，於不淨執它為「淨」，是嗎？於無常執

「常」，於無我執「我」，於不淨執「淨」，於苦，這個不美滿的「苦」的世

界，我們偏偏沉迷著、捨不得，是嗎？四種執著，用「四念住」來對付它，能

夠治它的所治的煩惱，所治的執。你講我聽，再來過，「觀身不淨」是對付什

麼？

聽眾：執不淨為「淨」，

羅公：對了。對付執不淨為「淨」的那種煩惱了，是嗎？那種執了。「觀受是苦」

呢？

聽眾：以苦為「樂」。

羅公：是！對付以苦為「樂」的那種執了，「觀心無常」呢？

聽眾：執不常為「常」，

羅公：是！：執不常為「常」，「觀法無我」呢？

聽眾：執無我為有「我」。

羅公：是，執無我為有「我」，對付那四種執的，是破那四種執的，他一路這樣修，

在止觀裡修就可以成羅漢了！就是這樣簡單的！你不要看小它。這樣就是它的

「能治所治相」了，明不明白？用不淨來對付「淨」，用無我來對付「我」，

那四種東西就叫做「能治所治相」了，是嗎？能治所治。「及以」什麼？「修

習」，「修習相」了，何解？要修習才行，怎樣修習「四念住」？就是「修習

相」了。修習不是一個「相」，修習裡又分三種修習的，修習，修習到怎樣？

「及以修習」，「及以」即是以及那樣解的，佛經裏面「及以」，「及以」即

是以及，即是英文的 and字，and。以及什麼？「未生令生」，怎樣「未生令

生」？善法「未生令(它)生」，譬如你一味念佛的，現在入定了，還未起念，

你未曾起善法，未起，你還未觀阿彌陀佛的境，現在你觀了，「未生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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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已堅住」，這是第二個，這個「堅住」應該，(撇)一個，那天打瞌

睡，你看搞到這麼論盡(笨拙)，堅住又沒有撇，生了之後就「堅住」，繼續，

繼續下去，「堅住」，連續下去，「堅住」。這樣就夠了，是嗎？還未夠，要

百尺竿頭更上，「不忘、倍修、增長、廣大。」一句連續，「不忘、倍修、增

長、廣大」，八個字一個相。不要忘記，倍、倍、倍地修習，愈整愈熟，愈整

愈熟，這樣就五個「相」了。

「自相」，一個相，是嗎？「能治所治相」兩個相；修習到它「未生令它生」一

個相；修習到它「生已堅住」，一個相；「不忘、倍修、增長、廣大」，五個相。五

個相來說明這個「念住相」。這樣，世尊你「念住」講得很詳細。「如說念住、正

斷、神足、根、力、覺支，亦復如是。」「如說念住」，即好像你世尊所說明的「念

住」，「四念住」一樣，當你說「四神足」，「四正斷」、「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覺支」，也是一樣這麼詳細，每種都分五相來說明，聽不聽得明白？

「正斷」、那個「斷」字舊譯就譯做「正勤」，即是很勤力，梵文的原意就是「正

斷」的意思的，「斷」，「勤」而已，未講出效果，「斷」就講出效果，是可以斷煩

惱的，叫做「正斷」。「正勤」是什麼？

「未生令生」，生已不忘苦修就是「四正勤」了，是嗎？這樣「四正勤」，好

了，現在這裏有個大問題了，那些人每每就這樣，我這個是太虛法師講給我聽的，他

講得真是好了。人人以為修小乘，三十七個菩提分法，逐個修，都不知怎樣修法，查

辭典又無教你，法師講經就講那些大乘的《妙法蓮華經》那些，嫌「四念住」粗淺，

他都費事講，搞到那些人修也無從修，是嗎？怎樣呢？原來搞來搞去就是那「四念

住」，太虛法師講的。「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這四種東西

就是用來斷除那四種顛倒，沒有了四種顛倒便是阿羅漢了！

這樣，修小乘「四念住」就足夠了，那何解又要修「四正斷」？初初學修的時候

就叫做「學修念住」，那個「念住」是很廣義的，修到，初學未見效果的，愈修、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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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愈修之下就修到確實有力量斷除煩惱了，在定中就不會想那些不淨的東西了，不

會當它是「淨」了，就不會將無常的東西當作「常」了，出了定，一見到一種東西，

見到身體就知不淨，即刻聯想到了；一見到，一想到心，見到世界，見到人心之類，

知道這個是無常的，不會執著我，出了定，這樣，時時刻刻能夠煩惱一起，就即刻守

住，那時就叫做「正斷」了，即是「四念住」來的！「四念住」修到有斷煩惱、斷除

執著的效果，這樣修「四正斷」；「四神足」在定裏面有很深切的體驗，四神足。也

是將「四念住」在定裏面修、體驗而已。那又怎樣？「五根」又怎樣？「五根」者，

記不記得「五根」？

聽眾：「信、進、念、定、慧。」

羅公：「信、勤、念、定、慧。」

修「四念住」修到怎樣？不會說懷疑的了，確是一片正信的，現在還有很多懷疑

的，又說有地獄，都不知是不是的，又說地藏王菩薩是怎樣的，又說在那裡如何，一

會又說目犍連又怎樣救母親，這些都不知是不是的，還是不夠很正信的。他修到確實

有個「信根」了，不止信，時時都不忘修習，很勤，念念都是如此了，而且在定中去

修，體驗，那個智慧，在定中體驗的這個智慧很貼切，這樣就是「五根」。也是「四

念住」而已！一樣是「根」，未必有力量的，發生力量，諸「根」、這「五根」都純

熟了，發生斷除煩惱，證聖果的力量了，「五力」了。這樣，「四念住」這些是資糧

位的，「四念住」、「四正斷」是資糧位的，「四神足」與「五根」這些是加行位

的，「五力」，不是！「五根」、「五力」，這些是加行位的，「七覺支」是見道

的，「七覺支」是見道的時候出現的心，「七覺支」，這麼長氣就是這樣的原因的。

搞來搞去不外是什麼？「四念住」，太虛法師就是這樣解。他解得非常好，這種解法

簡潔到極。這樣即是那「三十七菩提分法」都是有的，不是無的，是嗎？好了，「以

無量門曾說：八支聖道所有自相、能治、所治」「能治」的那點就剔了它，「能治所

治、及以修習未生令生、」「修習」的習那撇(，)都不要它，修習到「未生令生」，

就「生已堅住」，「生已堅住」，一撇(，)我又漏了一撇，「不忘、倍修、增長、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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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相嘛，這個不用解了，是嗎？

好了，你世尊講這麼多東西都沒有講「無自性」，都沒有說「空」的，你忽然間

一講到《般若經》、《金剛經》，忽然間一下就說什麼都是「空」的，我懷疑了，這

位菩薩。他說，世尊！下面，他懷疑了：「世尊復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

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忽然間，你過去講那麼多都是「有」的，現在忽然

怎樣？你怎樣講，講《般若經》，「世尊復說：」現在又說，說什麼？「一切諸法皆

無自性」，什麼都是「空」的，「無自性」的，我聽起上來就確實懷疑，我以前學

的、修的那些「四念住」，這樣搞法就全部都沒有什麼用了？是嗎？「無自性」，既

「無自性」就是空了！是嗎？那件東西有，然後才會有生、有滅，那件東西都沒有

的，何來有「生」？既然是空的，那就「無生」了，「無生」何來有「滅」？即是無

滅了，既然無生、無滅，那就怎樣？本來根本就無所謂煩惱，有煩惱起就搞到不舒服

了，就叫做「不寂靜」了，無煩惱，亦無生死輪迴，無煩惱，無「集諦」的煩惱，亦

無「苦諦」的生死輪迴，這樣就哪裡還有什麼「不寂靜」呢？既然本來是寂靜了，這

樣自性涅槃，本身就是涅槃，本身，「自性」即是本身，本身就是涅槃，不用修了，

本身就是涅槃。他說，你又這樣講法。即是你在《般若經》忽然間一調轉頭，完全不

同講法，這樣，他就說，我不明白了。

其實，如果你一了解那「三自性」，你將它，將「三自性」一反轉，「一切法皆

無自性」，「無自性」就三種「無自性」，一種是什麼？「相無自性」，即「遍計所

執性」，根本沒有的，一種「生無自性」是幻有的，一種「勝義無自性」，這個真是

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他即是在《般若經》裏面沒有詳細分析，一到第三，《解深密

經》是第三個時期的，最詳細，所謂「無自性」有三種「無自性」，你不要執著一種

的意思，識不識解？最緊要這一句，「世尊復說」，這個什麼？「世尊復說：『一切

諸法皆無自性』」，都是空，既「無自性」就無生亦無滅，是嗎？既無生滅就本來沒

有煩惱起，就無生死輪迴，就本來寂靜，既然本來寂靜，當下就是涅槃了，何須去修

行？是嗎？你這樣講，這種講法好像前後矛盾，我勝義生就不是很明白了！講一點

點，明不明白？不是，你們明不明白？這本經這樣講法明不明白？明白嗎？很有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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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這樣問很有條理的，現在實在你們個個都想這樣問，誰不想這樣問？是嗎？

聽眾：即是先讓人問了。

羅公：什麼？

聽眾：被人先問了，讓菩薩先問了。

聽眾：這個菩薩假〔裝的！〕菩薩識得的！

羅公：其實那些摩訶薩個個都識的，這個即是我們做戲的，馬戲班那個搽花口面的那

個，其實那個人最好功夫的。

聽眾：啟發你們這些人。

聽眾：沒有錯了！顯示、啟發。

羅公：讀下面那一段，依教發問，「教」就是上面那一句了。

教什麼？初初你的「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樣樣都有的，又是教；

後來你又矛盾，又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又是你講的，又是教，現在我依據你的

兩種教，問你世尊，請你解答我了。你的矛盾就如何解釋了。下面了：「未審世尊依

何密意作如是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一

句。「未審」，即我不了解，我未詳細了解，不了解什麼？「未審」，我未了解你如

來，「依何密意」，依據什麼秘密的隱密，而未完全講出來的意思，一定是你心中另

外有一套，另有一套東西，有一套密意，有一套隱伏的意思而未講出來的東西，「依

何密意」？「作如是說」，你這樣講，這樣說，怎樣說？你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

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你依據什麼這樣講法？即是他徹底要問他，你

到底依據什麼？你心裏面有些什麼依據來這樣講？忽然間講了這句矛盾的說話？好

了，於是就講了出來了。

「我今請問如來斯義」，那個「斯」字當「此」字解，我現在就請問你如來，在

這個道理，問這個道理，問這個道理，「惟願如來哀愍解釋，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無

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這一段話，「所有(的)密意」。我現在，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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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惟願」即是我希望，如來「哀愍」，你慈悲、憐憫我們的無知，說明什麼？說

明下面這一句我知，說明什麼？「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這句

話，這句話裏面所有的隱藏的意思講出來，他問，問了之後，下面就佛正答，這個正

答先讀一段，慢慢才講。先講到這裏。

聽眾：1988年 11月 19日。

上文說，上文是這樣講的，有一位勝義生菩薩，那位菩薩叫做勝義生，他就問

佛，我曾經在一個很靜的地方，我這樣想，我這樣想，我怎樣想呢？世尊對我們講很

多，又「五蘊」、又「十二處」、又「十八界」、又「十二緣起」等等，這麼多名目

的東西，種種都一定是有的，世尊沒有說過它是「空」的，沒有說過它「無」的，如

果它是無的，哪裡需要講呢？是嗎？這樣一定是有的。好了，但是世尊，後來世尊又

這樣講，忽然後來世尊改變了格調，他怎樣講？「一切法皆無自性」，「無自性」即

是「空」、「幻」的，咦？還有些人未來？

聽眾：陳芷君未來？

聽眾：她泊車。

羅公：不要緊，等一等，我現在複講而已，後來世尊又講，他說一切法都是空，無自

性的，記住，所謂「空」就是無自性，「空」不是等於無，是嗎？但是有時空

亦是無的，是嗎？忽然間世尊就改變了作風，他就說一切法不論什麼都好，都

是無自性的，都是空的，不止無自性、空，「無生」、那種東西根本就沒有出

現過，既無生亦無滅，無生無滅，「無生無滅，本來寂靜，」既然無生、無

滅，本來就沒有煩惱，我們人生就被那些煩惱擾亂，根本就沒有，無煩惱、無

生死輪迴那些東西，既然又無煩惱亦無生死輪迴，所以它本來就是涅槃，不用

去求涅槃的。佛就這樣講。問題就是我覺得真是很矛盾，之前你又講有「五

蘊」、有「十二處」、有「十八界」、又有「四諦」，樣樣都有，叫我們依著

它來修行，忽然間又說全部都是「空」的，沒有的，連涅槃差不多不用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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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本來就一切東西都是涅槃的，矛盾了。佛，你世尊到底內心有些什麼意

思隱藏著？密意，有哪些密意，依據你想隱藏著的什麼沒有講出來的密意而講

這樣的話？之前說樣樣都有，現在又說所以東西都空，到底是怎樣？我就不明

白了。你看他，他這個問，就代表了兩種東西了，一種，又講有「五蘊」，又

講有「十二處」，又講「十八界」，又講「四諦」，又講「十二因緣」，是代

表什麼？代表小乘教，是嗎？又講「一切法皆無自性」，講空了！是嗎？代表

什麼？大乘空教，般若，「照見五蘊皆空」，即是「無自性」，是嗎？「空」

成怎樣？空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生、無滅」，既然無生、

無滅，根本一切都是如幻的，沒有那種實的東西的，所以是什麼無？生死輪迴

都是假的，是嗎？所以一切都無，無什麼？「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既

然樣樣都無，所以就本來就是，「自性」即是本來，這個「自性涅槃」即是那

個什麼？「自性」兩個你當 adverb解，naturally，自自然然地涅槃。本來就

是涅槃，因為它根本本來就無生死輪迴嘛！既無生死輪迴，何來涅槃？忽然間

這樣講。他說，我就不明白了。

那位什麼先生？後面一、二、三，還有那位女士，我還未曾帶出來給她，沒有

了，你很好好地收好它，這些沒有了，除非再版才有了，因為何解？初初我就給那些

人，那些人都不是看的！是嗎？這樣我現在都不給人了，是嗎？漸漸地，我要如果想

買的，我賣幾十元一本！看就看，不看你的事，你不明白你就第二世看吧！就變成這

樣了，我看那些《金剛經》初時是送給你們的，現在我全部收起來，連送都不送。你

們將來讀《金剛經》，你想了解《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

相，」連四相你都不識解，那些先生、師奶，除了聽過我講過之外，在加拿大你隨便

拉一個，拜託你講這四相給我聽，你就試一下，擔保他差不多不識。看完，他講完之

後你再對一對我講的，對一對我的，羅生，你未必講得對。你就再看，你識英文的！

你查一查西方人研究的那些，我錯，西方人研究也錯？錯到一堆？是嗎？實在我要在

香港寄幾百本來都可以的，不過懶得做了，加拿大的人都不值得給他們的。好了，他

這個問，即是這樣，初時講小乘，後來就講大乘，大乘的空教，到底前後矛盾，你怎

樣？怎樣解法？有何密意？好了，正式問了，他現在正式問了，他的心是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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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不是，丙三，依教發問，是不是這是未講的，是嗎？

聽眾：是，是。

羅公：什麼？

聽眾：是，未講。

「未審如來(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說」呢？他說，我不知道你釋迦如來，依據什

麼密意，「密」者，隱藏而未講出來之意思，「依何密意作如是說」。作這種講法。

一定有一些你隱藏著的意思還未講出來，請你講出來。他「作如是說」，怎樣說？你

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自性」是無它自己的實質，「自性」、實質，實際的

本質，「無自性」，既「無自性」了，即是無生無滅了，有那樣東西就生，譬如那個

人那樣，他沒有兒子，你卻問他什麼時候生仔，你的兒子幾時生？那不是混帳？是

嗎？他都沒有兒子，你問他的兒子幾時生？是嗎？有自性才有得生嘛！是嗎？「無

生」；既「無生」，你又問他的兒子幾時死，他根本都沒有兒子，你卻問他的兒子幾

時死？是嗎？既「無生無滅」了，就「本來寂靜」了，你說他的兒子敗家，敗什麼

家？他根本沒有兒子，是嗎？那個兒子搞家，「本來寂靜」，「寂靜」者，煩惱停

息，是嗎？「貪、嗔、癡」等煩惱停息，沒有了煩惱的紛擾就叫做寂靜，「本來寂

靜」，既無，它根本無生無滅，何來有煩惱來呢？煩惱一定有生起，然後才有煩惱

起，煩惱都沒有起到，如何會紛擾呢？本來寂靜的，既然本來寂靜，何須去求涅槃？

就是涅槃。「涅槃」者即是什麼？生死輪迴的停息就叫做「涅槃」，根本就沒有生死

輪迴，何來有涅槃？你這樣講。

好了，這裡，「我今請問如來斯義」，我想提出問你的，就問，「斯」就是這

個，這點意義，這點道理，「斯」，這個道理，「惟願如來哀愍解釋」，「惟願」即

是希望，我希望如來，這個「哀愍」不是說他悲哀，即是慈悲，哀愍，慈悲憐憫我，

那個「悲」字與「哀」字，中國以前都是通用的，解釋，解釋你的密意給我聽，解釋

什麼？解釋「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這幾句話，這幾

句話所有的隱藏的意思，密意。答了，乙二，不是，正答了，分兩段，丙一，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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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一就讚問許說，佛就讚這個勝義生菩薩，讚他問得好。丙二，不是，讚他問得好，

就許說，「許說」即是答應，答應講。然後丙二，依問正說，依住你所問的問題，依

著勝義生所問的問題，所問的是什麼問題？「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

靜，自性涅槃」這句話所隱藏的意思。依著他所問的要點，正正式式地講了。現在先

讀丙一，丙一，讚問許說。「爾時，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善哉，善哉！勝義生！汝

所尋思，甚為如理。」這裡一句。釋迦佛就對勝義生這樣說，「善哉，善哉！」即是

好呀！好呀！即是說他問得好。他說：「勝義生！」叫一聲他，「汝所尋思，甚為如

理。」「尋思」即是想，「尋思」即是英文的 to think，想，你所想的，「甚為如

理」，「如理」即是合理，很合理，要這樣問法。

接著，「善哉，善哉！善男子！」再讚他，他說，善哉，善哉！善男子啊！這個

「善男子」，這三個字，是鳩摩羅什以後，譯成善男子，譯得很好，如果以前，你猜

有些人怎樣譯，譯成這樣，叫做「族姓子」，真是譯得豈有此理了！何解呢？初期譯

得不好，其實他這個「善男子」的意義的原來，現在的西方人譯做什麼？ the son of

good family,一個好家族的兒子，好家族的兒子豈不是很論盡(笨拙)？是嗎？那些人

就譯得簡了，family譯做族姓，他漏了一個 good 字，「好族姓子」才對，或者譯作

「良家子」最好，「良家子」，是嗎？「族姓子」。所以現在有很多人，我順便就

講，即是講個方法給你知。譯經，中國人有個大大的缺點，中國人不屑學佛，不學佛

的，我算你是反對佛的，有個大大的缺點，中國人，我們的民族性有個大缺點，現在

就會改了，大概五四時代以後就漸漸改了，以前有個大缺點，令到我，令到我，令到

現在你們要坐在地牢裡聽，現在我在地牢裡講課，這個缺點要負相當責任的，就是什

麼？中國人好古，一味古的東西好，凡古皆好，古的東西一定好，其實古那裏比得上

今的東西？是嗎？古時我們披芭蕉葉的，現在我們穿西裝，披芭蕉葉怎會好得過著西

裝？是嗎？

古就好嗎？古不是一定好，中國人一味甚麼都是好古，這是大缺點來的，所以，

變成新一點的東西，這是新東西就不好了，要古才好了，這樣是一個很大的缺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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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書都是，古代的文就好，你不要講這句說話，你現在拿了什麼博士你都不要講這

句話，這樣問我，何解？如果你一問我，我就說，好，大家出條題目，用古文來寫，

看你快，還是我快？看你寫得通，還是我寫得通？大家寫，考一下。如果你無資格與

我一齊寫的，你就不要這樣說我了！是不是？我寫的文章可以寫得好古，而我這樣

講，古文哪似白話文好？第一，古文的文法沒有白話文那麼清楚，很籠統的，白話文

清楚得多。第二，白話文你讀出來人人懂得，你古文，古到韓愈，韓昌黎那樣，莫講

加拿大的中國人不識，你拿去香港的中國人都不識，寫了都沒有用，是嗎？文章，你

寫文章，想把你意思表達給別人知道，等人家與你起共鳴嘛！你不是！你要別人不識

的才是好東西，我們從前這些前輩，他作文章作到你看都看不懂的，以為很好。我的

文章你都不懂的，這樣不是很好東西的，別人看得懂，說你是好東西，那才是好東

西，真正好東西，是嗎？如果你說要別人看不懂到，到底是第二流，都不是第一流。

是囉！如果你找個不識的，連文字都不識的，不懂的就當別論，是嗎？

中國人就什麼都是好古了，明明《金剛經》鳩摩羅什譯得好，畢完畢備的，不

用，不是，要用它，唐朝的譯本，唐玄奘與義淨譯得很好的，不用！這是什麼？好古

的作怪，是嗎？它還有很多，古代的譯不及唐代的譯，但是人人都要好古。

這樣，如果這樣講法，這個「善男子」就不要用「善男子」才行，要用「族姓

子」才行，它就古嘛！越古就越㪐㩿(艱澀)的，還有，《維摩經》最古的，你們現在

讀那本是什麼？你們現在讀那本《維摩經》是鳩摩羅什譯的，鳩摩羅什之前幾百年，

東漢時代，那個支婁迦讖已經譯了出來了，譯了出來，譯到 ，讀都讀不通，㪐㪐㩿㩿

古了！那些文字真是古，何解你又不用呢？要用鳩摩羅什的？鳩摩羅什以前也一樣，

是嗎？還有，我們「般若波羅蜜多」，現在我們已經讀過了，「般若波羅蜜多」，你

看以前，「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大般若波羅蜜多」，是嗎？以前譯做什麼？

「般若」，譯作「明」，「波羅蜜」譯做「度」，譯做「度」是對的，「明」是指

「慧」，般若波羅蜜譯叫做「明度」，又有人不譯作「度」，譯作「度無極」，「大

摩訶般若波羅蜜」，譯做「大明度無極」，「波羅蜜」譯做「度」，譯「度」是譯的

好的，譯做「度無極」，「無極」兩個字就不通了，你們上去三樓揭一下，《大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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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經》那本。那本叫做《大明度無極經》。古不是一定好的，後代有好多譯本，盡

量用後代，後代，唐代，鳩摩羅什起就譯得好了，那個什麼？son of good family他

將來譯作「善男子」。意譯，不是直譯，總好過「族姓子」。有些譯，「瞻仰世

尊」，何解？

聽眾：望著世尊。

望著他，很欽佩地望著他，目不暫捨，都不分心去看別的東西，看著世尊，譯得

不錯，你猜舊譯譯成怎樣？舊譯真是笑話，各各努目，佛出來講的時候，座上的人個

個都「努目」，「努」起眼睛看著佛，好像仇人那樣，「努目而視」世尊，舊譯呀！

有些這樣的。所以大家知道，古代翻譯不好，最好就是唐譯，唐朝幾個譯師都譯得很

好，譯得最好就是唐玄奘法師，其次義淨法師，再其次，不空，都不錯，這幾個都

好，其他的就沒有那麼好了。唐朝之外，唐朝之前哪個譯最好呢？鳩摩羅什，不過鳩

摩羅什譯的大缺點是什麼？動不動就刪了別人的，他不完全譯，即是他認為這一段中

國人看了也沒有什麼用的，就把它刪掉了，不譯。那部《大智度論》，現在有一百

卷，不止那麼多的！你猜他怎樣？凡是不適合我們本土人用的，他是怎樣？「裁彼

之」。裁了它不要，等於我現在剪《心經》那樣，這幾句對於你沒有什麼用，刪了

它，諸如此類。我這樣講，有原本給你們大家對 就行，你鳩摩羅什不能這樣做法着

的！你沒有了，或你兩本都翻譯，一本是詳細譯完的，另外一本是節譯的，別人只是

看到你那本，看不到另一本。所以譯經其實好難的，怎樣？現在你們整天講翻譯中

文，這句說話現在差不多成為翻譯的標準，譯事，翻譯的事業，翻譯的事業，有三種

東西難的，第一是信，你所翻譯的文字確確實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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