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不多視為翻譯的標準，「譯事」，翻譯的事宜，做翻譯的事有三種難的，第

一，是信，你所翻譯的文字確確實實是〔作者〕原來這樣講的，無加無減的，

「信」。但是都要「達」才行的，搞到不通也是不行的，是嗎？你現在，現在在香港

看不到，我們童年時在香港讀書時看到，有很多這樣的東西，是嗎？叫做什麼？那個

stop，那個車站就寫什麼？「如要停車乃可在此」。譯成這樣，人家都是 stop那個

字而已，是嗎？這樣搞法。還有是什麼？「沿」，又不通，沿步路過，「沿」即是

along，跟著，「步路」，那些行人路，叫做「步路」，跟住行人的路能過的，好

過，也是不通的，國學大師叫做林語堂，他還有一種更加笑話的，看到什麼？他在南

洋看到，有些地方有中國文的，在車站看到，出路叫做什麼？out only，是嗎？入路

就 in only，是嗎？它 in嘛！就是入囉！only是「唯」囉！「入唯」，應該是只許

入，只可以入，「入唯」，out only就是「出唯」。信就真是信了，入唯嘛！in就

是入了，only就是唯，信，確實，但不能達，不夠達。「信」、「達」都未夠，還

要雅，「雅」者，是什麼？「雅」字很難講的，即是美麗修辭，美麗，是嗎？合適、

妥貼、美麗，集中譯佛經，信、達、雅三種具備的，就是三個人，玄奘、義淨、鳩摩

羅什三個。

其餘三種東西只要缺少一種，你讀佛經，有唐朝的譯本盡量讀唐朝的譯

本，不要好古，古不是一定好的。「善男子」原來就是什麼？「族姓子」，

「善知識」又是這樣的，「知識」兩個字就是我所認識的朋友，「善知識」即

是好朋友，那些西方人譯「善知識」是怎樣譯的？它在巴利文那裏譯回

來，good friend，善知識嘛！其實善知識即是好朋友，現在這裡是善男子。他

說：善男子！「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他

說，善男子，你現在，「乃能」，能夠請問如來，請問什麼？你請問「如是深

義」，「如是」即是這些，這些，這些深奧的道理，「深義」，深奧的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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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你所問的意思，你不是不懂的，你是想利益眾生，你特別提出來問

我。問有多種，有些是問是 景攞 (故意)而問的，有些問確實是不識解，他所以

問，有些是明明是識得的，因為旁邊有些人不識，他故意問，等佛解答，那是

為了利益眾生所以問。他說：「汝今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令那些眾生得

到什麼？「利益安樂」，利益與安樂就是複詞，是嗎？何解要用複詞？因為有

兩種，一種是出世利益，一種是世間利益，所以故意用複詞，所以用什麼？利

益用來代表出世間利益，安樂代表出世間的利益。

利益無量那麼多的眾生，「哀愍世間」，哀愍那些世間的人，「世間」有兩種，

世間兩個字，我引古人、古文講，遷流義，「遷」者變遷，「流」者流動，怎樣叫做

世間？會變遷流動的，即是變遷流動的現象，叫做「世」，然後由古到今不斷變遷，

由現在到將來，好像流動地流出去，變遷、遷移、流動，這樣的意義就叫做「世」

字，這就是「世」，我們墮進了「世」裡面，一種遷移、流動的情況裡面，就叫做

「間」了。「間」者middle，就是中間，合起來就是世間，世間有兩種，記住，這

是佛教的常識來的，一種就是就叫做「墮世中」，就叫做「間」，於是我們知道世間

有兩種，一種叫做「有情世間」，一種叫做「器世間」，眾生，眾生都是一種世間，

我們都是遷流的，是嗎？

「有情世間」，即是眾生。「器世間」，「器」者，物質世界，「器」，這個世

界是給我們享用的，給我們用，好像器具那樣，這個地球是做什麼的？這是「器世

間」了，要來住的，是器具來的，供給我們用的，叫做「器世間」，即是什麼？有情

世間即所謂生命體了，有情世間又所謂 being了，生命體。

「器世間」即是物質世界，這個世間自然是指什麼？指有情世間，我為了想慈悲

哀憫那些有情世間那些人，這個「世間」普通是指什麼？未入聖位的，未是聖賢那一

類的凡夫。「及諸天、人、阿素洛等」，世間都包含很多東西的，他特別指出利益世

間主要是利益什麼？「天」、那些生在天的，生天的人，人、人類，「阿修羅」，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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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種神，與「天」差不多，不過「天」的脾氣好些，「阿修羅」脾氣壞些，「天」

的人、天子就不好酒，飲酒，「阿修羅」就好酒的，脾氣壞，又好酒，「天」的人，

生天的那些人就不好打鬥的，「阿修羅」就整天想打仗的，所以你說它是什麼？有天

的福，卻無天那樣的道德，那些人就貶斥它，叫它做什麼？Asura，Asura 譯做

「非」，A，非，A 字譯做「無」或者「非」，sura 天，非天，你與天一樣的享受，

但是你簡直就沒有天那樣的道德，「非天」。它的樣子，當然這些神話就信不信由

你，說它周身臃腫好大個，樣子又很醜，男人很醜樣，但他生的女兒就不知幾靚，就

叫做「非天」。本來，在佛經裏面，即是你作了業就決定了你趣向就是這樣了，叫做

「趣」，你對了，天趣，第二呢？

聽眾：人趣。

羅公：人趣。

聽眾：鬼趣。

羅公：是。鬼趣。

聽眾：地獄趣。

羅公：地獄趣。

聽眾：畜生。

羅公：畜生趣。就五趣。

如果五趣，天趣就包括了阿修羅在裏面，但有些人將阿修羅抽了出來當為一趣，

就變成了什麼？多了個阿修羅，就變成六趣了。決定這樣趣向的，利益哀愍，不是！

「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阿素洛」即是阿修羅，Asura，舊譯譯作

「阿修羅」，新譯就譯做「阿素洛」，何解那些人要這樣？很難講，舊譯，它用舊時

的普通的一般音，鳩摩羅什譯用普通的一般音，一到唐三藏譯就一定要用長安話，因

為唐太宗的時候是建都在長安，要用長安的正音。等於我們今天做詩，現在我們讀

的，寫的那些舊詩，用那些韻是什麼？我們用唐朝的韻，用唐韻，不是用現代韻的。

唐三藏與義淨當時譯的那些音全部是用唐朝的，唐朝的國都，長安的音。他說：你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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愍這些人。這些人，這些眾生，哀愍他們，想他們怎樣？

「為令獲得義利安樂」，「令」字我寫錯了「今」字，請你改回。你為了想令他

獲得義利，「義利」也是，一個「義」與「利」的意義差不多，一個當出世利益叫做

「義」，世間利益叫做「利」。「為令獲得義利安樂」，或者合起來，「義利」就是

出世的，「安樂」是世間的也行，兩種合起來，任你，這個「義利」即是與利益差不

多。上面用「利益」，這裡用「義利」，其實是一樣的東西。如果你當「義利」為出

世利益解，那「安樂」就當世間利益，如果是「安樂」當出世利益解，「義利」就當

世間利益了，總之那是複詞來的，代表兩種意義。

「故發斯問」。所以你提出這個問題。「發」即提出。於是讚他問了，稱讚了

他。下面答應講了：「汝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釋所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

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有(的)密意。』」這裡不用解了，是嗎？這個釋迦

佛依據勝義生菩薩所發的問，正式解說給他知了。分二，丁一、丁二。丁一、長行廣

釋，「長行」即是散文，用散文詳細解釋。丁二、舉頌重說。舉出一首頌，「頌」即

是韻語、韻文。用一種韻文、韻語把長行裏面所講的東西重新再講一講。

丁一，長行廣釋，中心在這裏，長行廣釋那裡。就分五段，戊一，一路到戊五，

戊一、戊二的標題到時才講，現在先講戊一。戊一：約三性，不對！約三無性釋諸經

句，「約」，那個「約」字即是「依」，「約」字與「依」字同解。依據「三無性」

來解釋經裏面那句，經裏面哪一句？你們想一想？經裏面哪一句？「一切諸法皆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這一句，依據三種「無性」來解釋它，解釋

「空」與「不生不滅」的意思。

戊一：約三無性來解諸，不是解諸經句，是解經，這個經的諸句即是「一切諸法

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這幾句。又分兩段，己一、己二。己

一、約三無性釋諸經中，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這個何解？這麼長的標題，「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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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性」即依據這個「三無性」來解釋，解釋什麼？解釋般若，那些《般若經》裡面，

諸經裏面所說的什麼？一切法都是空，「一切法皆無自性」，即是一切法空，解釋這

些。然後己二、約後無性，說「一切法無生無滅」，前面講什麼？是著重解釋它「皆

無自性」這一句；下面己二就著重講什麼？無生無滅，即是一經裏面的那幾句，「一

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將它斬開兩段來解釋，即是經裡有時講一切空，有時講不生不滅的，「一切諸法

皆無自性」，一段，即是己一，用三無性來解釋這一段，己二就將三無性之中最後的

第三個，「勝義無性」來解釋什麼？「一切法皆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識解了？這裏很重要，他的問題，他提出的問題就是這樣問的，你釋迦佛又說「一切

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你的意思是怎樣？釋迦佛答他，

怎樣答？將這個問題切開兩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一截，然後，「一切諸法

(皆)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又一截。

分開兩段來答，何解要分開兩段來答？因為第一段要用什麼？「三無性」來解

釋，「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第二段只是用第三個「無性」解釋就夠了，第三個「無

性」即是勝義諦，勝義諦「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聽不聽得明白？沒有

問題嗎？沒有問題。

好了，現在就依據「三無性」來解釋，經裏面的那一句，「皆無自性」，記住，

空，現在你讀《般若經》就讀了空，你讀《金剛經》的時候也是空，是嗎？這是概

念，一到《解深密經》，所謂「空」者，有三種不同的空法(方式)，如果你整成一

種，你就頭腦就混沌了，紙老虎固然是空，是嗎？你盡管將一隻紙老虎，你去摸一下

它，搣一下它也行，但如果牠是真老虎的話，你就不要走過了，都是空的，何解？那

隻老虎都會死的，真老虎都是牠母親生的，但是真老虎與紙老虎確實是不同的，即是

怎樣？紙老虎是「遍計所執性」，真老虎是「依他起性」來的！所以佛教徒很多東西

都誤解那個「空」，什麼都是空的！空的！因為一空，籠籠統統來空，弊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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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東西都是怎樣？頭腦就籠統了，恍恍惚惚，籠籠統統，對於世事動不動就以

「空」就了之，很多人是這樣的，所以，我告訴你，學佛很難成功的，第一是什麼？

那些幻海浮沉，做官做來做去都做不起，心灰意冷，他就走去遁入空門，這些人正是

焦芽敗種！

如果得志的話，他走去做官，可能都是貪官污吏，現在不得志，他這些人就遁入

空門，這些人最無用！你不可憐他？可憐他，是可憐，但是他無用是一件事，是嗎？

這些人沒有用的。第二種是什麼？生意失敗、失戀那些，又遁入空門，這些又是沒有

用的！是嗎？如果他生意成功，他就在那裡動不動縱橫跋扈，在市場搞到那些股票又

起又跌，為害不淺，是嗎？可能這樣。那些他戀愛成功，可能今日結婚，明天離婚，

又與另外一個靚些的又結婚，可能是這樣，攪攪震(糊搞一通)，現在不行了，沒有

了，他一定又是遁入空門，不遁不行，想不遁怎麼行？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空門，是

嗎？那些人沒有用的。這樣，這種人結果是怎樣？只有一個籠統，因為什麼都是空

的，什麼都是馬馬虎虎，唉，馬馬虎虎過去啦！這樣怎麼行？馬馬虎虎，是嗎？言行

不符的，那些講馬馬虎虎的人，那些火是空的，你馬馬虎虎由得它，真是火燒屋，你

馬馬虎虎？不行的！

我們一定要了解「三自性」，然後那個「空」才能了解。好了，現在約「三無

性」來解釋經裏面的「一切諸法皆無自性」，記住，「無自性即是空」，這句話，然

後分三段。庚一，標章略說，你看那些經的注疏，「標章」者，「章」者標出什麼？

宗旨，大旨。「章」字解什麼？宗旨，大旨，中心思想，標出那個中心思想，簡略地

說明一下，「標章」。

然後庚二，問答廣釋，兩師徒一個問，一個答來到「廣釋」，即是詳細解釋，己

三(庚三)，釋已總結，「已」即之後，解釋了之後，釋迦佛來一個總結，由勝義生來

一個總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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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應該是庚三。

羅公：什麼？

聽眾：應該是庚三。

羅公：是！庚三，我寫錯己三。改正它。

現在庚一，標章略說。叫一聲他了：勝義生啊！「當知我依三種無自性(的)性，

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所謂相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一

句。他說，勝義生啊！我，你應當知道，我整天講空，整天講「無自性」，我是依據

三種「無自性」的「性」，三種「無自性」下面的性字，上面那句「無自性」當形容

詞，是嗎？

下面那個就當名詞，「無自性(的)性」，我依據三種「無自性(的)性」來到「密

意說言」，我不是明明了了講，我「密意說」，「密意說」即是暗示的，即是這裡這

樣講即是佛所講的一切空，其實「空」是有三種不同的空法(狀態)，不過它未到時

機，他不講給你聽，他只是說空就算數了，「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其實

「無自性」就是有三種不同的無法(無的狀態)，所謂「無」是哪那三種呢？

「所謂」二字英文就是 they are，是什麼？「相無自性性」，連到它的體相根本

都不存在的，「相無自性性」，根本沒有這種「體性」存在的「性」，第二，是「生

無自性性」，「生」者眾緣和合而生，因為它由眾緣和合而生，所以它是沒有它自己

的，靠眾緣爆它出來的，到眾緣完全散了，它又沒有了。「生」，因為要靠眾緣而

生，所以它「無自性」，就是「生無自性性」，第三，「勝義無自性性」。這個勝義

諦它是什麼？沒有其它一種二種的自性，遍的，無乎不在的，「勝義無自性性」。

勝義何解「無自性」？「勝義」是什麼？「勝義」是不可說的，但是我們不講又

不行，所以就用「無自性」這三句話來顯示出「勝義」，一切都「無自性」，一切都

「無自性」，你都不執著之後，你就體會到有一種東西是用「無自性」、用「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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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出來的那種東西，那種東西就是勝義諦了，勝義諦即是由「無自性」這個意義所

指出的、所表現出來的。

「無自性」不是等於「勝義」，「無自性」這句所顯示出、揭露出的就是勝義。

還有，「無自性」指我們的智慧作空觀，空不是勝義諦，用這個空觀的智慧來顯示出

來、揭露出的那種東西，那種不可說的東西，那種東西就是勝義諦。聽不聽得明白？

明白了？叫做「勝義無自性性」。即是勝義諦。所以勝義諦又叫做「空性」，叫做

「空」。所謂「空」者，就是「無自性」，我依據這三種「無自性」來講，有時就

「遍計所執性」，三個「無自性」不即是「三自性」？「相無自性性」即是「遍計所

執性」來的，「生無自性性」即是「依他起性」，是嗎？「勝義無自性性」即是「圓

成實性」。

一件東西從這邊看是這樣，從「有」的方面看，「三自性」，從「空」的方面

看，「三無性」，三種「無自性性」。識解了？問答廣釋了，兩師徒一問一答，分三

段，壬一、壬二、壬三，

聽眾：申一。

羅公：什麼？哦！申一。不是，分兩段，第一段，依法正說，依法正說即是依理直

說，跟住譬喻了，舉喻重說，依法正說在另一些經論叫做「法說」，舉喻重說

又叫做「喻說」。

現在用依法直說了，申一了，申一分三段，壬一、壬二、壬三，壬一、解釋「相

無自性性」；壬二、解釋「生無自性性」；壬三，解釋「勝義無自性性」。都不難

解，只有「勝義無自性性」難解一些。你看，壬一、釋「相無自性性」，這個最容易

解了，根本就不存在的，「善男子！」叫一聲他，「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呢？「云

何」即是什麼，什麼叫做諸法裡面的「相無自性性」呢？這個諸法就「相無自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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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同是一種東西，同是一種東西，譬喻用一個，不要用佛像來譬喻，用一個馬騮

精，齊天大聖的像，造一個猴子站在那裡，你烏凜凜以為它真是會靈驗的，會令到你

肚痛，又會保佑你發財，整日拜這隻猴子，齊天大聖，這樣，你所拜的那個，這個這

樣的傢伙是什麼？根本這個是木頭來的，是嗎？這個是齊什麼鬼天大聖？是嗎？

你執著說它是神聖一樣的，你所執的那件東西與這個木頭沒有關係的，這是什

麼？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這是什麼？「相無自性性」了，「相無自性性」了，不過你

去到，見到別人在那裏拜，就要不說這是「相無自性性」，你蠢了！不能夠這樣說，

這樣就沒有朋友做了，如果你知道，這個是木頭，木頭雕刻的，用瓷泥來造的，這個

假相是有的，這個是什麼？這個是「生無自性性」了，是嗎？這個用木頭雕成的馬騮

(猴子)樣是「生無自性性」了。你當它是神聖的那個神性是「相無自性性」，這個是

「生無自性性」。如果你知道，木頭雕刻的，木頭也是現象界的東西，生滅不停的，

生滅不停都是幻象，而這個宇宙，歸根究竟不是完全幻象，如果完全是幻象怎會幻出

這個世界、幻出人生？是不是沒有實質的，是有實質的，這個就是宇宙的本體，不是

無。這樣就在那個馬騮樣子那裏，我們就體會到那個馬騮之外，或者馬騮之內的那個

「圓成實性」了，那個真如，那個就是「圓成實性」。見不到的，要用你的智慧去體

會的。聽不聽得明白？這樣，什麼？

聽眾：即是「勝義無自性性」？

羅公：那個是勝義來的，

聽眾：即是「勝義無自性」。

羅公：勝義，

聽眾：「圓成實性」即是「勝義無自性性」。

羅公：勝義無處不在，無乎不在，沒有一種東西的，沒有一種某種東西的自性，沒

有，同時它沒有什麼？

沒有我們所執的東西的，那個「圓成實相」根本就沒有那個齊天大聖存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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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天大聖的自性存在，亦沒有這個木頭的自性存在，根本就不可說的一個，我們要用

智慧體會，用「無自性」這三個觀點顯示出那種意義。這個「無自性」即是「空」，

這個「空」的智慧，我們得了一個「空」的，這種「空」的智慧所顯露的，所揭露的

那種東西，所表示的。指示出的，好像以指指月那樣，指所指的，手指不是月，那種

東西不是勝義。我們所講的「空」，「空」不是勝義，「空」所指的那種東西才是勝

義諦，「無自性」不是勝義，「無自性」所表示、所指出的那種「性」才是勝義。聽

不聽得明白？

聽眾：即是這樣，這個緣生性空，這個「圓成實性」，

羅公：「依他起性」。

聽眾：這個「依他起性」。從這個「依他起性」體驗到這個勝義是「無自性」的，是

這樣解？

羅公：是，由那個「空」，「空」不是等於勝義。

聽眾：「空」是體驗到的。

羅公：「空」了一切執著，顯露出的那個勝義，

聽眾：很難解。

羅公：什麼？

聽眾：這個「勝義無自性」很難解。

羅公：用個「無自性」，「無自性」即是空，「無自性」不是勝義，「無自性」。

聽眾：即是這樣，再講一講，森羅萬象是「依他起性」，森羅萬象並不是無，將森羅

萬象顯示出來的，是勝義諦，是這樣解釋？

羅公：是這樣解釋。明白了？

聽眾：這樣我就明白了。

羅公：明白就得。好了，放 break 休息一下。

……做人，呼爾而與之，叫起你：我這裡有得吃，你沒得吃，來吃吧！行道之人

弗受；那個行道的人他不接受的。「蹴爾而與之」，用腳來踢一下，來吃吧！乞人不

屑也。那個乞兒都不食的。記住。這樣，我們這個與它無關的，何解我繼續講？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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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幾個都還是識，還可以接受，那就好吧，完成了它，不然你請我講我都未必來，

你問問香港最好的覺光法師，問永惺法師，你說，我想請羅先生講課，怎樣請？你問

一下他們？你問另一個不算。最好你問覺光，他是佛聯會會長，問永惺法師亦可以，

如果居士，你問江妙吉祥，你問其它人沒有用的，你問那些大粒的(大人物)，你就知

道，我主要就是見到，他就識，鍾建民，何太太，江，江什麼？我都不記得他的名字

了，江什麼？

聽眾：江漢林！

羅公：江漢林嗎？有時記得，有時不記得的。黃先生，他都識，等他想起來，給他一

條正的路，真真正正的法布施而已！

聽眾：多謝！多謝！

羅公：我也做多少功夫，是這樣解。報一下佛恩而已！

聽眾：我們都知你是好意的。不過最初都是王聯章在佛學會提議，請羅先生來講。

羅公：是他們講。

聽眾：還有張國志，不過後來有些什麼誤會，那些我就不知道，

即是最初都是由他提議的，那是真的，講到底，他都很尊重你的。

聽眾：是呀！幾年前我親耳聽住王聯章先生說請你的，這是真的。

聽眾：你未來，他都已經講。

聽眾：他說，唯識呀？好似羅時憲來。先生。

羅公：馬融(79－166)，他那種闊佬法，他做省長級的官的，他教學生的，他教學

生，免費收學生，他做大官嘛！有飯給你吃，前列生徒，現在用屏風間，以前

用一幅帳，前列生徒，後列女樂，那些舞女，那些跳舞的那些歌女，他在享受

的，馬融(79－166)，馬融他《詩經》、《書經》，《左傳》等等都很好的，

是當時的一個經學家，他一班學生，跟他學的，而且他名氣這樣大，但有一個

相當窮的，跟他學，這個人就是鄭玄(127－200)，知道了？你們都知道鄭玄

(127－200)，中國古代經學，經學，今文家，古文家到他那時就集大成的，

這個人鄭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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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很窮的，在他那裏學，幾年在那裡學，都見不到老師講一次話，這個老師，

但他在那裏學，他叫人家教，叫那些大的教小的，那些老的就教年輕的，幾年之後，

然後才見到老師一面。後來都差不多上下了，鄭玄要走了，他做官也調職了，鄭玄與

他分別了，分別之後，然後見老師，我現在走了，回去了，我想將老師的那一套學問

全部教給別人。他說，好，你回去吧。接下來，鄭玄一離開他之後，他講了一句，他

什麼都不講，講了四個字，他說，他這次走，道，即是我那套東西，南就向南方發展

了，真是的，鄭玄去到就弘揚了他的那一套。是嗎？所以，我同別人講，你王聯章與

劉萬然，你來加拿大，我的系統的那一套就過來了，不過現在還未得，因為他兩個都

未有地位，這個王聯章，這個人終非池中物的，這個人不是池中物來的，不過他現在

想著想著，要努力一些在銀行裡做，做好一些工作，同時等入了籍才打算，他是這

樣。

劉萬然也是慢慢地沉著地做功夫，將來他一定會負起相當的使命。不過希望不止

他，希望你們這些年紀大些的，因為怎樣，沒有顧慮，不用養家了，還可以，還可以

做。還有後生的，後起之秀，如果這樣計起來，王聯章、劉萬然兩個，你們老友合起

來，假使有五個或者六個，打個五折，你不要希望這麼大的，打個五折就有三個，加

上他們兩個，五個，五個人的力量，在這裏會很大了，所以我在不在這裏沒有什麼大

關係，我始終，我講完，未講完這套東西，我現在已經賺了，要做生意眼光來講，我

已經是賺了，沒有虧到本，是嗎？

聽眾：羅先生，我知道有一件事，一般人怕自己講錯，講錯了之後不知道有沒有罪？

羅公：什麼叫做有罪？什麼叫無罪？他未明了而已，如果明了，什麼叫做有罪，什麼

叫做無罪，他就清楚了。

我已經講過了，你們大家沒有留意而已，有罪、無罪在於業嘛！「無明」就引出

「行」，是嗎？「行」就是「業」來的，一作了業，這個業，譬如你現在殺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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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者救一個人，這個就是「業」了，這一連串的業，譬如我想救一個人，我現在

給他水飲，我現在扶起他，甚至我現在用車載他去醫院，找醫生去救他，一連串都是

業，一連串都是「業」，每一剎那，每一剎這個業打進去「第八識」裏面成為種子，

「業種子」，這就是「行」了。由「行」，一有「行」，它就支配住我們的那些種子

了，支配住我們那些……

如果我們是那些善的行，就支配了、控制了那些，一有「行」，它就支配著我們

的那些種子了，支配著我們的那些，如果我們是善的行，就支配了、控制了，控制了

那些幸福的種子，長命的、富貴的種子，來刺激它，影響它，令到它活躍；如果做了

惡業，就支配了那些短命的、悲慘的種子，令到它活躍，一連串作善作得多，即是那

些什麼？業種子的力強、多，那些善的、那些美滿的生命的種子，就被你控制了，你

這一世死，那些就爆出去了，是嗎？好像你剛才說的，第二世落了地獄怎算？

你今世的那些「行」都是好的，怎會第二世落地獄？有什麼理由落地獄？是嗎？

你說，那我再前世呢？如果再前世，你不要這麼蠢，如果再前一世的時候，作了那些

落地獄的業，今世你現在應該在地獄了！你現在都不是，先做了人，何解？即是你做

落地獄的那些業不夠強，是嗎？如果落地獄的業很強的，你現在就在地獄裡受苦了，

但不是，你現在還在做人，天天在那裡吃叉燒包，日日還是在打邊爐，即是說你前世

所造的那些惡業，不是很強的，即是造善的、做人的業比落地獄的業更強。

如果你今世又做些很強的善的業，那又會搶先了，做人的會搶先的，怎會落地

獄？是嗎？你聽不聽得明白？你剛才問嘛！那你怕什麼？最怕你今世不得懇切做，是

嗎？你說葉文意為何這樣說？葉文意是我學生，她嚇你們而已！

聽眾：她說今世的意識與下一世是不同想法，我們不可以控制下一世的。

羅公：為什麼不可以？你說你的老師說可以控制。你將來見到她。

聽眾：要修得很好。

13



羅公：怎會不可以控制？

〔一重〕是惡的性格，一重是慈祥的性格，有時那個兇猛的性格起，有時很慈祥

的性格起，與那個環境很有關係，今世的富貴很容易造成他驕奢淫逸，前世不是富

貴，很容易令到他訓勉，檢討自己，他能夠訓勉自己、檢討自己，就會往往就入了善

的行為多。驕奢淫逸的環境，會令他驕奢淫逸，很多是怎樣？為什麼他大把錢，那些

二世祖專門是在有錢人家裡出現？就是因為什麼？那個環境，環境關係，所以有錢，

生在好的，它很容易引起他的壞的性情，這個令他驕奢淫逸的環境，令他檢討自己？

他那有時間檢討？他都先享樂了！享樂是人心無厭足的，是嗎？飽暖就思淫慾，所以

他，有些有錢的都很好的，不一定不好的，不過有錢的人容易被物欲引誘，引誘他做

這不好的事，是這樣解。就好像古代的皇帝，不能夠一棒打盡所有的皇帝都是不好

的，不是，有些很好的。所以有些有錢人也是很好的，現在都有很多有錢人很好的。

不是一定的，你不要聽她這種講法，你要明白這種「十二因緣」的道理，是呀！今

世，無錯，我們有很多惡業會令我會下地獄，但是不會是很強的，如果很強的，今世

已經出現了，今世都不出現就即是不夠強，不夠強，你今世努力些做好事，那更加強

過那些惡業，就凍結了，有，這筆帳不是沒有，凍結了，越凍結的久，那筆帳漸漸地

就無效了，是嗎？不怕的，不怕的。

聽眾：不是一定要修？好像佛？

羅公：一定要修。

聽眾：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羅公：向一條好的路行就叫做「修」嘛！修，那些人修，你先解釋，你的意念什麼叫

做修？

聽眾：比如要坐禪那樣。

羅公：例如要入初禪，那樣的修。

聽眾：要入初禪，要觀那些……

羅公：見道？是嗎？最後成阿羅漢，不再回來欲界，是嗎？

聽眾：不是，不是做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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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不是做阿羅漢。

聽眾：修止觀。

聽眾：修止觀。

羅公：修止觀？是嗎？

聽眾：是。這樣才有把握，下一世你不會作惡嘛！你不這樣修，怎能不會……

羅公：不是！還有一種，你完全不修止觀。

聽眾：你如果控制得到？

羅公：嘿！包你能控制到！你不要作惡，諸惡莫作，就可以控制了！控制有很多方法

嘛！

聽眾：下一世會不會控制得到？

羅公：今世控制得到，下一世你一定控制得到。

聽眾：何解那些有錢人的福報那麼好，何解他們現在又作惡？

羅公：他？

聽眾：是。

羅公：他是利慾熏心，剛才解釋了，因利慾熏心。

聽眾：是，我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比如好像，比如我這樣講，我一味做好，下一世我

做了有錢人，譬如這樣講，下一世做有錢人，變成了我有錢，有錢又會……

羅公：又會驕奢淫逸了。是，如果你這樣就會，但是你今世，這樣由於什麼？智慧

了，你今世如果有錢你都知道要修了，即是你有智慧了，是嗎？你修什麼？我

又吃齋，我又造佛像，是嗎？我又捐錢，去了，第二世就會做有錢人了，但是

你如果沒有智慧，就很容易被引誘了，是嗎？如果你今世一方面就修福，是

嗎？修福，又修智慧，你修智慧，那些智慧熏成了種子，第二世那些智慧種子

就就起了，起的時候你就會修了。是嗎？

聽眾：所以不一定要坐禪？

羅公：不是！完全不修禪定都可以。

聽眾：坐禪沒有用的。

羅公：不是！不是沒有用，不是！不是沒有用，但你可以不完全不修都行，完全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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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定也行。

聽眾：一味行善，不作惡。

羅公：所以你最緊要有智慧，你今世有智慧，智慧指導你去修，來世你起的時候，有

錢，那些錢固然會起，你的智慧同時也起，本質是什麼來的？佛經什麼都要問

什麼為體，業以什麼為「體」？知不知道？業，譬如我做善業、惡業，這個善

業、惡業的本質是什麼來的？

聽眾：自力。

羅公：什麼？

聽眾：自力。

羅公：不是問自力、他力，問本質。

聽眾：本質是意念。

聽眾：動機。

聽眾：是動機、動機。

羅公：用新名詞來講，就叫做動機，用佛經的名詞來講應該用什麼？

聽眾：作意。

羅公：似了，近了，但不是作意。你想，是一個心所來的，作意也是心所，但不是

「作意心所」，與作意平排的，什麼心所，何太太知不知道？

聽眾：不知。

羅公：「思心所」。思有邪思，有正思，正的思心所是八正道的正思維，「思」，佛

經裏面叫做「思」，will，心理學上叫做意志，簡稱做「志」，「作意、觸、

受、想、思」幾個平排，這個思，「思」是什麼？意志，英文是will，何解是

will？什麼叫做意志？我要救他，他現在辛苦，我要怎樣，即是現在英文的所

謂 like，I would like，我要怎樣做，I want，我要怎樣做。這個意志，這個意

志，意志是形容什麼？發起一個 action的，又或者 behavior，行為。

聽眾：是不是願？願可以嗎？

羅公：什麼？願？是嗎？

聽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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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願是意志之一而已，是，意志之一，意志表現出來的，直接就叫做意志好了，

什麼都不要叫。

意志，叫做思，業的本質就是思，業有三種，一種叫做意業，只是心想，我想這

樣，我殺了他！殺死他一家，或者救了天下的人，這是你自己的心裏面想的，這叫做

什麼？「意業」。如果你真是去做，我要救人！你真是去救，動手動腳去救，或者呼

叫：救人啊！救命呀！快些來救他！那樣，用口，當你呼叫的時候，就是「口業」，

又叫做「語業」。當你真正去扶他，去救他的時候，這是「身業」。業有三種：「意

業、口業、身業」，「意業」是最內部的，「身業」與「口業」是外部表現出來的，

吃東西是口，但吃東西不是「口業」，講話，是嗎？所以叫做「語業」、語業，語業

與「身業」都是「意業」的表現而已，裏面就是「意業」，所以三種業之中「意業」

最緊要，「意業」是什麼？所謂動機就是「意業」來的，「意業」的一部分叫做動

機。這樣，所謂「業」的本質。報了！所謂受報的時候就，不一定，「思」不一定是

受報，有些「思」是受報，有些「思」不受報，它都是有一個心思的，就報應了，業

可能有三個階段，可能有三個階段，如果三個階段都具備，而又或善、或惡的，直接

是三個階段都具備了，就會受報應的，三個階段不具備的，不受報應的，記住了。

第一是怎樣？你所謂動機就是這個，「審慮思」，我心裏面，我想怎樣，動機，

這個motive，動機，是不是motive？我心想這樣，我想救人；想殺人，想，想做一

件什麼事。當他想的時候，不是一剎那的，一剎那想就亂動的，那些不受報的。想

了，「審慮」，好不好呢？我救一下他好不好呢？他很辛苦，我救他，都會想一想

的，不會不想的，當他想的時候，就叫做動機，就叫「審慮思」，本質就是思，這個

本質都是業，是「意業」，意業，最初級的，最初步的意業，這樣，審慮，想一想而

已，報不報？「審慮思」是不受報的，明不明白？聽人講，審慮那樣，我一定要去買

馬票，中了我就用來蓋一間醫院，你就是想一想，難道這樣都受報嗎？是嗎？

聽眾：譬喻我想殺那個人，報不報？想一下都不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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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我想殺你，殺囉！不受報，但是雖然不受報，在現在不受報，但在另外有一種

後果就是什麼？你想殺人，你有個「思」了，不會受被人殺那些報，但是你那

種惡性種子。

聽眾：惡性種子存在。起了。

羅公：什麼？

聽眾：惡性種子起了。

羅公：第二世都會想那些殺人的那一類東西。

聽眾：有了惡性種子。

羅公：一會我將這個時間講給你們聽，同是種子，有些是兩重報的，有些是一重，現

在這些是兩重報應的，你做審慮時候的動機，動機是好的，我救你，這樣，實

在就有兩個報應的，第一個報應是怎樣？

我去救你，如果我真是繼續去救的話，就會有好的報應了，是嗎？但如果我只是

想一想而已，我並沒有去做，就不會有好報應的，但是沒有好報應是否就沒有了那件

事？也不是，你想過都是起了慈悲心，這個慈悲心一樣會熏成種子，你第二世，將來

一樣有機會起慈悲心，就好過你想殺人，是嗎？明不明白？這樣，一會再講「有受

盡」、「無受盡」的。現在講這個，有了動機了，動機可以很久的，今天想，明天

想，想十年八年都會有的。不受報的，但是有一種東西會熏成那些惡性的東西，這個

就不是講報應的，明不明白？審慮了之後，你就有決定，一於是這樣做就對了！有決

定。深一層了，受不受報？還是不受報，因果上，這些不受報。但是，這樣都不受

報？決定想殺人，決定這樣，不受報，果報上不受報，業感上不受報。但是有一種東

西你會這樣，你整天想救人，就整天起個好念頭，這個好念頭熏成好念頭的種子，下

一世一樣整日起好念頭，都有好處的。你整世想殺人，你整天想殺人，殺人，殺你一

家，殺光那些人，你想而已，你沒有殺，不受報的，但是這樣，你整天想，你第二

世，你第二世出世之後就怎樣？救人就不想了，整天想殺人的那些東西了，那你就夠

弊了嘛！是嗎？所以，到「決定思」一樣是不受報，即因果上，那些不受報，異熟果

上不受報。「決定」，決定了之後就已經很強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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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業有強不強就是這樣分了，只有審慮，想想而已！都沒有決定的，

很弱的，是嗎？審慮之後有決定的就強些。譬喻你說，人家念懺悔文，我也懺

悔一下，都不知是不是的，盡管念一下，都幾好聽。你即是只停在審慮那一

截，不是！我都是罪業多，都是要懺悔的，就變成去到決定那裡，那你要真正

懺悔才行，懺悔不是在佛前面用番梘(肥皂)洗了那些罪，洗了去，佛做番梘(肥

皂)替你洗刷那樣解，而是什麼？以後我再不做了！那樣的。你日日懺悔，懺悔

完又做，那樣就真是佛都會有火的。懺悔後就不再做，即是高一層，「決定

思」，都不受報的。到最後，審慮是「意業」，決定都是「意業」，都是強的

「意業」，一到動發就不是了，不止了，「動」者就是動身，你殺人，動身去

拿刀，拔槍，動身。

聽眾：動身發業。

羅公：即是除了「意業」還有「身業」，拔槍來動身。「發」就是發語，發出語言

了，發出話：你有錢的，叫個兇手來，喂！一萬元替我整死他！發語，是嗎？

這樣比那個兇手更大罪的！動身發語。

聽眾：動身發語獨為罪。

羅公：這個是什麼？動身就是「身業」，發語就是「語業」，一定受報的！明白了

嗎？

這些就一定受報了，一定受報的。有時我有「身業」、又有「語業」，但是我又

無「審慮思」，無「決定思」，這樣受不受報？一樣不受報，例如什麼？你行街，那

隻腳，我不都知道踏死了一窩蟻，那些蟻，講句清楚些的話，那些螞蟻是該死的，所

以你那隻腳只不過是緣而已，死是牠該死的，是嗎？你可能踩死了都不知道，你沒有

得報的。即是說，至緊要是動機，明不明白？你駕駛車，已經駕駛得很小心了，一個

人想自殺，撞了，或者不想自殺，他烏 sir sir (糊里糊塗)撞過來，你就撞，撞死了，

你沒有審慮的，所以沒有決定，無受報的。無受報又怎樣？他是該死的，不過我們不

要這樣說人家，骨子裡，我們知道他是該死的，不然是撞不死他的。那完全沒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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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做一些惡夢，是嗎？你見到撞死人，夜晚都會發夢見到有人撞死人的，發個

惡夢，你發惡夢都是這些。這樣，那些是，現在好像細路哥(孩子)問答那樣了，

「業」有幾多種？業有兩種，不是，三種，一種「意業」，第二種「身業」，第三種

「口業」，那麼「意業」裏面，哪些「身、口、意」三業，哪些是受報的？

受報的是這樣，只是單純「意業」就不受因果的報應的，只是受熏種子的連累，

但是「身業」、「語業」，都不一定是受報應，你要看它具備不具備「意業」的內

容，這即是說，如果是「業」，不論是「身業」、「口業」，三個階段都完成的，就

必受報應，那就小心囉！這些是受報應的，如果三個階段都不完成的，那就即是這

樣，你無知而撞死一個人，就不受報應的，但法師就不肯這樣講的，何解？因為有些

人專門說他自己無知就可以了，他想整死你，他說我無知整死你，自己騙自己，世界

上有很多這樣的人，自己騙自己。

聽眾：這樣整世那個心都不得安樂的！這是什麼罪過呢？如果你無意中整死人的時

候，雖然完全無動機，但整世都令心不安的，這是什麼報？

羅公：這是什麼報？這不是報應，這個不是異熟果，而是你還有些慈悲心，覺得自

己，一個人好好地，因為我而整死了他，我覺得很難過，整日覺得難過，但是

他有智慧就不會覺得難過。

人生的路程很遠的，我將來第二世與他再碰頭，我與他做一個善知識，我願意，

如果他投生，我願意做他父親來培養他，我願意做他的母親來培養他，我願意做他的

朋友幫他的忙，他不會反過來殺你的，你沒有審慮、決定，只是無意中做的，就根本

不成業。「業」的本質就是思，他都沒有本質又何來業？是嗎？所以無知的人，他做

了一件事。這樣就明白了？哪些受報，哪些不受報？就不用問了，我踩死木蝨怎麼

辦，是嗎？沒有，沒有關係，為什麼那些人，那些老師沒講給我聽？他不講，這是老

師之過，是嗎？好了，現在講完這些。好，你時間到，你先走。每起一念，不論你是

什麼念頭，一定就熏成種子，種子熏進了你的「第八識」裡面，熏了那些種子，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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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種子的情況，每一樣東西都熏進去成為種子，這些種子的情況是怎樣的？有兩

種不同的情況，一種叫做「有受盡相」，「相」即是情況，一種是「無受盡相」。怎

樣叫做「有受盡相」？一次過，受了報應就了事了，叫做「有受盡相」；一種叫做

「無受盡相」，是永遠的循環來的，熏了進種子了，一有機會種子就打出來，打出來

再打進去又成為種子，又再打出來，永無窮盡的，叫做「無受盡相」。「無受盡相」

豈不是很驚？「無受盡」，不用害怕，有才好，有「無受盡相」才好，何解？你這一

世起一念慈悲，這一念慈悲熏進去成為慈悲的種子，第二世又再發慈悲，這第二世發

了慈悲之後，又再熏成慈悲的種子，一路到你成佛都不停的，一念，只要你一念的善

心，以後永遠永遠在你的「第八識」的心田裏面，這是「無受盡相」，所以你不用害

怕「無受盡相」。

但反過來有些你要害怕的，你起了惡念，那個惡念一熏成種子，以後就又是起惡

念，惡念又熏成新的惡念種子，一路熏，怎樣搞？兩種東西？那怎麼辦？佛最初講戒

律有兩句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等那些惡的種子盡量減少，善的種子盡量加

多，這樣你就做聖、做賢了！是嗎？那我怎樣識得？那就要靠你的智慧了！所以除了

福德，還要有智慧才行。一種了。現在要解釋「有受盡相」，「無受盡相」。「審慮

思」，「決定思」，「動發思」，這些「思」就是業了，「業」就是「思」來的，這

種「思」，這種「思」所熏進去的種子就是業種子了，業種子就極強的，很活動的，

活潑的，這些業種子一熏進去之後，它有兩種，這個業種子有兩個 aspect，

「相」即是 aspect，有兩個 aspect的，即兩個方面的，一方面是什麼？「有受

盡」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無受盡」方面，怎樣「有受盡」方面？

譬喻我這個人，見到蝴蝶，我偏偏捉了蝴蝶，我要捉牠來夾到書裡，很殘忍，明

知道不要殺生，你都這樣做法，你這個業，殺蝴蝶的業種子，將來就可能引起你某一

世，如果你都是做回蝴蝶，或者做蝴蝶而被人，不一定是他捉，或者遇上做老鼠，被

人用滾水燙死都說不定，是嗎？總之有機會，或者做人，做軍隊被人一槍打死，總之

你會有殺身之禍的報應。很小的，整死一隻蝴蝶，但是都是殺身之禍的報應，但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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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了報應就了事了，不會說殺死一隻蝴蝶，第二世被人一槍打死，第三世又再繼續

被人打，第四世又再打，打到成佛都未打得了，不是的，一次過受了就了事的，「有

受盡相」。業的種子是「有受盡相」，是嗎？但是這樣，第二個 aspect，第二個角

度它就有「無受盡相」的，一隻蝴蝶那麼靚，他偏偏那那麼殘忍整死牠，那種殘忍的

行為，那種「思」，殘忍的「思」，熏了進去了，「有受盡相」的方面受一世被人殺

了就了事了，「無受盡相」是怎樣？那種殘忍的心是「無受盡相」的，熏盡去了，第

二世一樣心是這樣殘忍的，這種殘忍的心又熏進去，一路熏，熏到除非他守戒律真的

守得很好了，令到他這些種子，令到這些，令到那些「無受盡相」的種子凍結了它，

才能搞得定。

即是等於生瘡，生皮膚病，有些菌是整來整去都不死的，很頑固的，有些就搽一

搽藥，那些菌就死了，「有受盡相」。就好像那些搽一搽藥就死〔的菌〕一樣。「無

受盡相」的就搞來搞去都搞不死，要認真厲害的智慧來整斷它才行，這樣就是「無受

盡」。即是業種子有兩方面的，一方面叫做「有受盡相」，受一次報應就了事的，還

有，如果受報應一定要有緣的，是嗎？你沒有緣，不起的，沒有緣可以不起的。

譬喻你殺了一隻蝴蝶，第二世應該有殺身之禍的，但是你第二世因為你受教育的

結果，你會怎樣？你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樣樣壞事你總是不做，一個人不做壞事，

非命死的機會少很多的。好事就不做，壞事就做齊的，那些就容易死的，好事做得

多，壞事做得少的人，也會的，或者他剛好出街，遇上別人屋子倒塌，壓過來，都會

整死，這些是例外的，殺身之禍不容易，很少。這樣他有智慧指導他，少做惡事，少

做惡事，少做惡事如果有智慧指導他，還多做了善事，這些善事的業種子強，是嗎？

就好像爭上巴士，那個強就先上，推開了你，誰叫你那麼弱？你弱，你的業種子整天

懺悔，成日覺得難過即是懺悔，整日難過，你那些殺蝴蝶的業種子就很弱了，是嗎？

你救人都救了很多個，你救人的種子很強，將你那些來世應該受報死的那些種子，被

強的業種子推開了，你都死不了，你想被人整死都整不成，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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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短命都有人救回你，這樣的。到了你第二世又修行，有智慧，你熏的智慧在

第二世你又會有智慧又修行的，有智慧修行，一路修行，千世萬世，你今世殺蝴蝶的

業，那些「無受盡相」，不是！那個「有受盡相」硬是起不得，沒有機會起，沒有機

會起，到你修行修到怎樣？

譬喻你應該入地獄的，修行修到你已經見道了，見了道的人是沒有辦法入地獄

的，沒有得入地獄，地獄的種子就永遠凍結了，沒有了。如果你還有做惡夢，但是你

進到了八地菩薩，就連惡夢都沒有的，永遠都不起了。即是可以這筆帳，帳目就要有

的，但是永遠不兌現的，永遠不能支的，可以做到這樣。種子有兩，業種子有兩相，

記住，兩個 aspect，一個就「有受盡相」，一個就「無受盡相」，這樣即是剛才何

太太問，殺人又怎樣？他「有受盡相」第二世整了就了事了，但是「無受盡相」就麻

煩了，是嗎？以後永遠、永遠來的。所以學唯識有個好處就是這樣，一遇到這些問題

即刻就有答案。明不明白？還有什麼問題？所以不用怕。

聽眾：教授，好像家裏有些 蟧、蟻，打死牠就可以清潔地方了？那有沒有受報？蠄

羅公：你問我是嗎？我知道，我不教你，我只可以答你，你好似我一樣或者還可以，

家裏有些蟻，普通牠沒有認真害，我不殺牠，大家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我又生

存，牠也生存，無所謂了，但如果它是白蟻來的，會蛀我條樑的，我就要整死

牠了！

何解？砸死人的嘛！蛀了條樑，不殺它做什麼？你問，你的業會受果報？我答，

我不會，為什麼？受果報一定要「審慮思，決定思、動發思」，是嗎？我審慮，我很

不想殺你白蟻，但是我為了社會的安全，如果家家都放縱白蟻還成社會？為了社會的

安全，一個安全的社會不應該有白蟻。就這樣講理論，就玄奘法師對，「遍計所執

性」空的，完全空了它，「依他起性」是不能完全空的，是幻有，不能全部空，玄奘

法師講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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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於如果修觀，實修的時候，實修就不是照玄奘法師的講法修的，實修是要照

真諦法師講的來修的。修觀是怎樣的？譬如你修，唯識觀的時候，修觀，先修止成功

了，修到能夠起輕安了，入定了，在定中要這樣想，一切實我、實法都是由我們的第

六意識執出來的，這都是「遍計所執」來的，要空了它！執出來的實我、實法，統統

在定中除去，怎樣除？唯識觀，實我是沒有的，「五蘊」造成的而已，既然「五蘊」

造成就只有「五蘊」，沒有那個「我」的，把這個「我」除去，不要再想這個

「我」。

「五蘊」就有了嗎？「五蘊」裏面每一「蘊」都是空的，都是「無自性」的，

「色蘊」是空的，「色蘊」是「無自性」的，空！空了「色蘊」，遣除了它，即否定

了它。「受蘊」一樣，一樣道理，又遣除了它，「想蘊、行蘊、識蘊」全部遣除了

它，除到最後，這個「除」空不空？「遣除」空不空？「遣除」都是一個概念而已，

是嗎？即是等於以毒攻毒，去到沒有毒的時候，這個都不要了。是嗎？

等於你發炎，要食盤尼西林(青黴素 Penicillin)，是嗎？當炎症好了之後，那個盤

尼西林也要扔掉它，然後你才能享受這個安然的生活的境界，拼命吃，沒有了發炎你

還猛吃盤尼西林，豈不連你都死掉？是嗎？所以不行的，所以，「遣」，在理論上就

遣，但是在修觀的時候要怎樣？你說有一個，這個叫做「遍計所執性」要遣除就對

了，「遣」，「遣」到現在沒得「遣」了，就剩下一種叫做「沒得遣」的東西了，是

嗎？這個「沒得遣」的時候是什麼來的？

在「三性」裏面是什麼「性」？是「遍計所執性」來的而已！是嗎？這個叫做

「無得遣」嘛！這個都是假名安立的，這個「無得遣」都要遣掉的，是嗎？「遣」

了。你說「無得遣」用來做手段遣除，我不執著，這個「依他起性」，對，「依他起

性」，「依他起性」在這個時候，「依他」都不要，如果你說，我有個「依他起性」

不用遣的，你又是執了？由「依他起」就變成了「遍計執」了，明不明白？又要遣除

了它。這個「遣」就不執了吧？我現在都在「遣」了，「遣」？即是世界上有種東西

叫做「遣」了？這種「遣」你執了就好了！這個「遣」就會的涅槃了！這樣你不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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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又是「遍計所執」？是嗎？名為「依他起性」，是嗎？實際是「遍計所執性」，

又要「遣」，一路「遣」，「遣」到什麼？無得講。「凡有所說悉皆虛妄」，所有一

切相「悉皆虛妄」，一定要怎樣？「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個如來即是「圓成實

性」，一切相都無相，「無相」都無相。

那時，一切相都沉沒，「一切相」是什麼？概念、名言，一切那些 concept，全

部都沉沒，沒有了，那時是不是要連「依他起性」都要遣除？是嗎？如果不遣除「依

他起性」就變成「遍計所執」了。所以修觀的時候，連「依他起性」都要排除，所以

無著菩薩，那現在玄奘法師講錯？玄奘法師沒有講錯，玄奘法師在理論上對你講，就

不是教你修觀，玄奘法師告訴你聽，當你修觀的時候，當你入定修觀的時候，修、修

到遣除的時候，遍計遣除，遣除遍計，遣除之後，就是怎樣？連「依他起性」都要遣

除了，「依他不現」，第一步遣除「遍計」，第二部分做到「依他不現」，那就大地

平沉了，那就虛空粉碎了，是嗎？那時就見道了。這樣即是修觀的時候就要連「依

他」都要遣的，聽不聽得明白？

即是話分兩頭，是嗎？純粹講真實道理，就只遣除「遍計」就不遣除「依他」，

因為「依他」是萬有，不能遣除的，而且這個宇宙，「圓成實性」是「體」，「依他

起性」是「用」，有「體」就必有「用」，有「用」就必有「體」，所以不能遣除，

玄奘法師是這樣講，真諦法師他就不是，都是要遣的，他又錯了。一般講的理論，講

哲學，玄奘法師對，真諦法師錯，但是一講到修觀，就要真諦法師才對。真諦法師，

然則真諦法師懂得，玄奘法師不懂？那又不是，玄奘法師，最後的我告訴你，最後的

「依他」不現，即是說他懂的，是嗎？「依他不現」。明不明白？即是話分兩頭，就

不要怎樣？不要死牛一邊頸，最要緊。

台山人說死牛一邊頸，最弊，生牛會扭頭，死牛就不會擰了。現在台山人說人家

死牛一邊頸。以前那些禪宗人，叫做什麼？最弊的，禪宗人最弊做這些事，擔板漢，

現在很少見到的，以前在內地，在鄉下就見到，一塊床板，托住塊床板，那塊床板這

樣托住，那塊床板，抬住床板，怎樣叫做「擔板漢」？看到這邊，看不到那邊，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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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板漢」。這樣明白了？所以，所謂「無自性」三個字，「遍計所執性」，

「體」、「相」都無，連到「體」、「相」全部都無的，所以叫做「相無自性性」，

「無自性」就是這樣解。

第二，「依他起性」只是幻有，不是真有，眾緣和合就有，眾緣散壞則無，要靠

眾緣生它出來的，本來就無它自己的本質的，叫做「生無自性性」，要靠眾緣和合而

生，所以「無自性」，還要靠眾緣和合而生所以「無自性」的那種「性」，叫做「生

無自性性」，聽不聽得明白？你們就明白，有一個人，霍韜晦就講來講去他都不明

白，但他居然就做了一本很有名的叫什麼？《內明雜誌》的編輯。

-完-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