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九成：「相無自性性」，「生無自性」，「無自性」就是沒有了，還又「性」

什麼？這樣氣到霍韜晦不得了，「生無自性」的那種「性」，講來講去他都不明白。

霍韜晦嬲起上來：你識不識英文？識英文識不識得一千字？識！英文為何不識一千

字？那 state何解？他問他，state，s-t-a-t-e，state，那種情況，英文有一個 state

的字，「相無自性」的那種 state，你識不識呀？這樣又識啵！「相無自性」，結尾

的「性」字就是一種 state囉！或者一種 quality，你識不識？「相無自性」的那種

quality，叫做「相無自性性」，他說，這樣就識了。就是，那你還說不識？你說不

識？沈九成，所以有時那些孩子是讀英文的，你告訴他，他就識，這種 quality，這

種 state，他就識。你如果用古香古色解給他聽，他不識的。這樣「生無自性性」識

解了。

「無自性」又從「圓成實性」來解，「圓成實性」，當你證到「圓成實性」的時

候，根本就是沒有那種「遍計所執自性」在那裏，「無自性」。還有那個「依他起

性」都不現的，「依他起性」都不現，不過不要「依他起性」，要「遍計所執」就好

了，「依他」不好，不然那些人，一下好容易就連「依他」都空了，現在學佛的那些

人，開口講空，閉口講空，就忘記了那個「依他」不能完全空。明白了？

聽眾：我又這樣想，羅教授，對於這個世間法，這個「依他起性」是幻有的，不能夠

完全遣除，但是當他證了勝義諦、「圓成實性」，這個「依他起性」就沒法子

不要遣除的，這樣不是有兩種？勝義諦就無這個「依他起性」，世俗諦就有這

個「依他起性」，是這樣對嗎？

羅公：對，話分兩頭。

聽眾：這樣對嗎？

羅公：對。你要解釋世俗諦的時候，不能遣除的。

聽眾：你世俗諦，所有宇宙萬有都是「依他起性」，不能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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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

聽眾：但是當你證勝義諦的時候，你已經「遍計所執」都沒有了，「依他起性」也一

樣無了，是不是這樣解釋？

羅公：是這樣。那個「依他」都不現了，是嗎？你了解這種道理，就了解勝義諦、世

俗諦，這樣，所以有些人，這些很多真是死牛一邊頸的，有些人就空了，全部

都空了，哪用理了！吃什麼齋？又是空的，是嗎？

念佛來做什麼？極樂世界根本就是空的！有些人是這樣的。他不明白，彼空不同

此空，龜毛、兔角的空與你念佛求生西方的空，那個是不同的空，龜毛、兔角根本就

沒有實益的，而念佛求往生，縱使生不到也做了一世好事嘛！你沒有吃虧的，對於這

個世界沒有吃虧，我臨死，我都瀨屎瀨尿了，暈到沒有得生了，但你生前念的那幾

年，做好事，做好人，你對這個社會都無害，是嗎？所以我們不能夠撇除世俗諦，但

是有時對某種人，偏偏你可以破他。但對第二個你不要這樣講，這樣明白了嗎？所以

這個「無自性」，解「無自性」，「無自性」從「三性」來都講到「無自性」的，但

是你講到無生、無滅就只是兩性，無生、無滅只是第一性，即是「遍計所執性」，無

生、無滅。「圓成實性」無生無滅，「依他起性」不是的，是有生有滅的，是嗎？識

了。所以解「無自性」，第一個中心。

第二個中心，就是「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第一個中心就用「三

性」可以解的；第二個中心就是什麼？第一性、第三性。聽不聽得明白？一交代這些

給你，你就勢如破竹，你就了解了，不交代，少講了這句話，你就堵住了，你明白

嗎？

聽眾：即是這個「依他起性」，緣生緣滅。

羅公：是。

聽眾：是不是這樣解？

羅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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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依他起性」來解勝義無性。這裡已經解「勝義無性」了。好，這裡我解。

「云何諸法勝義無自性性」？什麼叫做諸法之中，有種勝義無性性呢？「謂諸法由生

無自性性故，說名無自性性；即緣生法，亦名勝義無自性性」。這裡，由於諸法都有

「生無自性性」，都有「依他起性」的，這個「依他起性」，我們亦可以叫它做「勝

義無自性性」，何解呢？因為它要靠眾緣而生，要靠眾緣而生，眾緣不具它就不生，

眾緣具它就生，因為要靠生，所以沒有它自己，「即緣生法」，我們亦可以叫它做

「勝義無自性性」，即是緣生法無勝義，要來這樣解就對了，剛才我們解，「遍計所

執性」在勝義裡是沒有它的，現在這個「依他起性」，「勝義無自性性」，在「依他

起性」裡面無「勝義」，你要這樣解，「無勝義性」，「依他起性」是有形有相的，

就無「勝義諦」，那個勝義諦就被它隱伏的，所以「依他起性」亦有人叫它做「勝義

無自性性」，我們都不要的，這個是不要的。

「何以故？於諸法中，若是清淨所緣境界，我顯示彼以為勝義無自性性」。你留

意聽一聽：「何以故？」為什麼「依他起性」我們都叫他做「無勝義性」呢？即是

「勝義無自性性」呢？因為「於諸法中」，如果我們在這個宇宙萬有的諸法裏面，看

到有兩種不同的境界的，一種是什麼？一種是勝義境界，用勝義，勝義的境界要用無

漏智去看的，這個叫做「圓成實性」，叫做「勝義諦」，但同時我們又可以用這個，

「依他」，用這個世俗的眼光，有分別的智慧，去了解這個世界，他所了解到的就是

什麼？這個就不是清淨的所緣了，這個就是普通的俗，世俗諦了，何解「圓成實性」

叫做「清淨所緣」？何解這些叫做「世俗諦」？原來「清淨所緣」是這樣解的，

「緣」即是認識它，當你認識了它之後，你就可以撇除很多煩惱，撇除很多執著，而

證得清淨真如了，叫做「清淨所緣」，能夠令人證得清淨的所緣境界，明不明白？這

就是「圓成實性」。

我「於諸法中」，這個世界有兩重的，一重就是「依他起性」的世界，世俗諦

的，一重就是勝義諦的，勝義諦的那重，我們一證得就令我們獲得清淨的，那種叫做

「清淨的所緣境界」。世俗諦的「依他起性」，我們不叫它做「清淨所緣境界」，因

為我們了解了世俗諦，我們都不會能夠除去煩惱的，不會獲得清淨的，「非是清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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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境界」，聽不聽得明白？如果那是「清淨所緣境界」，那種世界，那種境界，「我

顯示彼以為勝義無自性性」，我就顯示，「顯示」即是叫它做，我就叫它做，指出

它，叫它做「勝義無自性性」。聽不聽得明白？這個「勝義」，這個勝義裏面沒有

「遍計所執」的，這樣，這個即是「圓成實性」了。「依他起相非是清淨所緣境

界」，這個世俗諦的「依他起性」，我們任你怎樣緣它，認識它，「緣」就是認識，

都不會令我們證得清淨的涅槃的，所以「非是清淨所緣境界」，它是世俗諦。既然世

俗諦就不叫做，不能叫做「勝義」了，我就叫它做什麼？

「是故亦說名為勝義無自性性」。這句難解了，所以我又說它，「勝義無自性

性」要這樣倒轉來解，沒有「勝義」的「性」，聽不聽得明白？為什麼玄奘法師譯成

這樣？他直譯印度的梵文，玄奘法師不敢改它，但是我們解就這樣，我們這裡將他翻

譯成白話再講過。「云何諸法勝義無自性性」？什麼叫做諸法中的勝義「無自性」

呢？「謂諸法由生無自性性故，說名無自性性；即緣生法，亦名勝義無自性性」。即

是說，「謂」，諸法的那些「依他起性」的諸法，諸法，「由生無自性性故」，由於

它要靠眾緣和合而生，所以它沒有自己的自性，從這一點來這樣看的緣故，就「說名

無自性性」；我們就說它都是屬於「無自性性」，不過是生無而已。

這些「無自性(的)性」，「即緣生法」，即是因緣和合而生的那些「依他起性」

之法來的。照這樣看，即是說緣生的「依他起性」之法，「亦名 (叫做)勝義無自性

性」。亦可以叫做「勝義無自性性」，何解呢？因為它是無勝義的，它是世俗來的，

沒有勝義的。這裡聽不聽得明白？「亦名勝義無自性性」。亦叫做沒有勝義的「無自

性性」，聽不聽得明白？這是因為它的翻譯，中文的修辭法與印度的修辭法是不同

的，「勝義無自性性」。這樣，「依他起性」就「依他起性」了，何解又叫做「無自

性性」？他說，不是我釋迦如來這樣講，而是一般人這樣講，叫它做，叫那些「依他

起性」說它是「無自性性」。實在釋迦佛是不想要它的，即是不想要那個「遍計所

執」，說它是「勝義無自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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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深一層解釋，「何以故？於諸法中，若是清淨所緣境界，我顯示彼以為勝義

無自性性」。一句。為什麼我要這樣解呢？「於諸法中」，在這個宇宙萬有之中，

「若是清淨所緣境界」，如果有一種東西，當我認識到它之後，了解了之後，令到我

驅除煩惱，而證得清淨涅槃的，我們叫這些做「清淨所緣境界」，清淨的「所緣境

界」，這種清淨的「所緣境界」我就顯示它，我就指出它，指出它，說它是什麼？說

它是「勝義無自性性」了。

這樣，這個即是真的「勝義無自性性」了，「依他起相非是清淨所緣境界」，但

是反過來，「依他起性」是世俗諦的東西，不是「清淨所緣境界」，因為你了解世俗

諦，任你了解幾多都不會產生，不會驅除煩惱而證得涅槃的，所以這些叫做「非清淨

所緣境界」，「非是清淨所緣境界」，非是能夠清淨我們的煩惱的那種所緣境界，既

然不是，所以我們說它怎樣？說它無勝義的，我們叫它做「無自性性」。「是故亦說

名為勝義無(的)自性性」。要這樣，無勝義的「自性性」。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

嗎？

羅公：何太，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聽得明白。

羅公：你聽不聽得明白？難明些，文法上的拗撬，即是這樣，原來「勝義無自性性」

就是這樣解的，「勝義」，這個是勝義來的，「勝義諦」，勝義諦之中沒有這

個「遍計所執性」的這種性，本來是這樣解的，但是他這裏解的「勝義無自性

性」，「依他起性」之上是無勝義的，當我們看「依他起性」的時候，看不到

勝義的，是無勝義的那種「無自性性」。這裡是這樣解，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一反一正解。

羅公：什麼？

聽眾：一面反面，一面正面來講。

羅公：是。一面反面，一面正面。

聽眾：那些文字就變得㪐㪐㩿㩿(艱澀)，但是意義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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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意義很簡單。後來護法〔菩薩〕就根本刪了這句。

聽眾：照文字來解就㪐㪐㩿㩿(艱澀)的，其實兩句就解完了。兩句就解完它

了。

聽眾：那些文法上的解法，「勝義無自性性」。

羅公：如果鳩摩羅什翻譯，這一類這樣的他就把它刪除掉了，玄奘法師就不敢減，因

為玄奘法師譯《大般若經》的時候，曾經有幾處很難解的，有十幾句很難解

的，他想刪了它，那天夜晚就發了個惡夢，有人警告，他第二天早上起身即刻

再加回去，不敢再刪了。玄奘法師。

有一次，有一位普光法師很大膽的，好像是普光法師？他 (玄奘)將梵文的幾個

字，梵文的幾個字不符合中國文法的，他將它改成中國文法，他有一班弟子做助手

的，這位做助手的普光法師就問他的老師，他說，你以為你的這個見解一定對嗎？可

能你錯都說不定的，不如照舊，人家聖人的講法就是這樣，你照舊不是更好？你最多

可以說我這樣解釋，要這樣解才行，你不應該改他的文字。玄奘法師，玄奘法師他虛

懷若谷的，說他講得對，快些〔還原〕，又不敢改了。兩次，一次是做夢，另一次是

弟子直言說他。明白了嗎？這段明白了？這個癸一就是如世俗的一般有一種人，就

「依他起性」都叫做「勝義無自性性」的，約，這個標題應該是這樣：「約依他起解

勝義無自性性」。

這樣你就清楚一些了，這個下面就容易解了，癸二，約，癸一不識解沒有什麼大

問題，癸二最緊要識解。癸二，約「圓成實」來解釋「勝義無自性性」。大家已經識

了，這個「圓成實性」就是「勝義無自性」。你看：「復有諸法圓成實性(相)，亦名

勝義無自性性」。這句就是釋迦佛世尊的本意了，上文所講的是別人這樣解釋。還

有，一切法中的「圓成實性」亦叫做「勝義無自性性」，這句是釋迦佛的本意了，何

以故？為什麼呢？

「一切諸法法無我性名為勝義」，這句，「亦得名為無自性性」，一句，這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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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呢？他說：「一切諸法法無我性」，一切諸法，有很多人執著它，說它實有，當你

執著它，說它實有的時候，你所執的這種東西就是「遍計所執」來的，你要空了它，

無我即是空，空了這個「法執」，空了「法執」。一空了這個「法執」之後，如果在

哲學上來講，理論上來講空了「法執」，剩下那個「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是

「用」，「依他起性」的實質就是「體」，在理論上這個「體」就是「圓成實性」

了。但是你如果修觀，想證得「圓成實性」，你就要怎樣？要在修觀裏完全排除那些

「我執」、「法執」，剩下「依他起性」，你就要了解，如果我們執著有個實的「依

他起性」，這樣都是「法執」，都要遣除，這樣那時連「依他」都要遣除，徹底的無

我，即是徹底的空。那時，一切有分別的名言全部沉沒了，禪宗人叫做「大地平沉」

了，連一丁點都粉碎了，禪宗人叫做「虛空粉碎」，連那個「空」都粉碎了，全無概

念，那時怎樣？那個真如自性整個顯露了，那時就顯露了，好像那個虛空本來是有被

雲遮住的，掃除了所有雲之後，當下的虛空就顯露了。

無，「法無我性」之所顯，用「法無我」這種觀，這種「法無我性」，「法無我

性」的這種「無我」的觀，用這種「無我觀」所顯露出來的那個東西，叫做「勝義無

自性」，是一種「勝」的智慧所了解的境界來的，這個識解嗎？「無我」不是真如，

用「無我」做手段所顯露的那個才是真如。記住。明白嗎？明不明白？一味空不是等

於真如，真如等於無，等於毀滅嗎？不是，毀滅一切執著之後所顯露出來的，那個才

是妙有，那個才是真如，「法無我性」就是「法無我」的那種智慧所顯露的實性，你

這樣解就對了。用法無我觀所顯露的實性，那個「性」字當「體」，「法無我」觀所

顯露的實體，這種實體是殊勝，勝義即是，「勝」者，優勝，「義」即是境界，是優

勝的境界來的，是優勝的智慧的境界，勝義即是勝智所了解的境界，這種是「勝

義」，既然它是勝義，亦「得名為無自性性」。

「勝義」裡面，無一切所執的自性的，何解這個「圓成實性」叫做「勝義無自性

性」？下面說明了，「是一切法勝義諦故，無自性性之所顯故。」你一讀這一句你就

明白了，這個「圓成實性」就是什麼？一切法即是宇宙萬有中，裡面所藏有的那個用

勝智所了解的那個真實境界，「勝義諦」。不是「空」了，所以天台宗的人叫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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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有」了，同時，這句最緊要：「無自性性之所顯故」。是用「無自性」這種智

慧，用「無自性」的這種狀態一路無、無，無下去一路所顯露出來的。

「無自性性」，即是「無自性」這種智慧，「無自性」的觀，用這種觀所顯露出

來的，這句很緊要。因為這樣，「由此因緣，(亦)名為勝義無自性性」。由於這樣的

緣故，這個因緣，所以這個「圓成實性」又叫做「勝義無自性性」。這句，這一段最

緊要了。上面那一段只是襯托而已。癸一那一段，有人這樣講，這一段是釋迦佛回

答。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今天就講到這裏止。

今天你們有些人只是明白六成左右，下一次我回來再複一複習，你們就九成了。

很巧的，何解呢？這些叫做熏習，今日提起那些種子熏進去，一熏進去之後，種子經

過相當醞釀，到下一次那些種子再覆出來。這一段，這一句，釋〈無自性相品〉，是

嗎？壬一，「善男子！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相」就是體相，體相全無，即是不

存在的「無自性」的「性」呢？「謂諸法遍計所執相」。「謂諸法」，好像漏了一個

「法」字？你查一查是不是？有個「法」字，一樣與那個「法」字一樣解的，「遍計

所執性」，即是所謂「相無自性性」，即是「遍計所執性」，「何以故」？為什麼

呢？

「此由假名安立為相，非由自相安立為相」，這個這樣的相，這個「相無自性

性」它的相狀，是由什麼？「假名安立」，一個假設的概念，說它是有的，「假名安

立」來說，一個假的概念，一個概念，從概念上說，從這個觀念、概念上說的而已，

不是實際上有的。即是這裡的講法，即是那個蠢材拜「齊天大聖」那樣，在他心中確

實有個齊天大聖的，又會保佑他又會如何等等，他都是「假名安立」，硬設一個假設

的觀念，實在沒有一個齊天大聖。「假名安立」。

聽眾：假立是不是假說？

羅公：對，「假名」，名字的「名」，改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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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即是我們心中所想的觀念、概念的 idea與 concept，「假名」，「安

立」即是說，它用概念、觀念上說的，非由「自相」安立，「自相」即是它本身存在

的情況，不是說它本身有存在的情況而說它是有的。這即是說，世界上沒有這種東西

存在的，好像龜的毛，兔的角那樣，但你又不要出去笑別人。譬如一個回教徒，相信

有個「阿拉」的，能主持人類的禍福的，在佛教來看是什麼？這些叫做「相無自性

性」，「遍計所執性」。還有，有一些基督教、天主教，你也不要同人爭論，記住！

因為人家的這些勢力很大，不要與人爭，以為真是有個神會主持禍福的，在佛教來

看，這些叫做「相無自性性」，無那些想出那些，但是有一種人，你不能一棒打去他

那裡，然則為什麼天主教、基督教一定要設立有個上帝？

也可以這樣解釋，湯恩比 CH(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你有無

買湯恩比的那本書？你買了那本書了？他有這個解釋，本來這個世界，這個「實

在」，不是沒有的，如果無，這個人生根本就虛妄了，但我們的人生確實不是虛妄

的，這個世界不是虛妄，不能說它全無，既然〔不是〕無就必定有實質，這個實質一

定是一個無乎不在的，即是老子所謂「道」，佛家所謂「真如」，所謂「勝義諦」，

一定有這種這樣的東西，這種東西實在二千幾年前，那些猶太人的知識水準未曾很

高，一般人，但有些人確實是聖人來的，很聰明的，那些很聰明的聖人，他將我們心

目中的這個，哲學家所講的所謂「本體」，佛教的所謂「真如」，老子的所謂

「道」，他們將它來濃縮了它，將它很濃縮了它。將它濃縮為一個什麼？成為一個有

眼、有鼻、有口的，會郁的、會想事的，將它濃縮成為一個神，這樣就容易講了，是

嗎？如果這樣，就屬於神學的範圍，在理論上，他不會執著有個神的，那個是本體來

的，就不是所謂「相無自性性」那麼簡單。，所以我們駁別人就不是隨便駁的。

譬喻老子所講的「道」，如果有個人執著確實有一條「道」，我現在取那條

「道」，行那條「道」，這個「道」就是「遍計所執性」，是「相無自性性」；如果

他知道，我們人生不是虛妄的，是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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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生」，必有一個「生」，令我們「生」的，有一種這樣的東西，這個

我們叫它做「道」，叫它做「真如」。如果這樣，這個不是「相無自性性」，這個幾

乎與「勝義無自性性」接近。同是一句話，阿甲講與我們講不同。「非由自相安

立」，什麼叫「自相安立」？因為它有自己本身的存在，本身的體相，「自相」本身

的體相而安立，於是我們就說它，說它是有這種東西。「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這

種東西我們叫它做「體」、「相」都無的那種「無自性」的「性」。明不明白？明白

了嗎？好，今天講就講到這裏。

聽眾：1988年 11月 26日

羅公：我複述上文的意思了，上文就因為佛說法的時候，座上有一位，一位菩薩就叫

做勝義生，這位勝義生菩薩他聽見佛未講，即是聽見佛以上，佛剛剛講完什

麼？講「三自性」，是嗎？即是一切事事物物，天地間一切事事物物，一切事

事物物的本質，「自性」即是本質，本質不出三種東西，不出三種，第一種叫

做「遍計所執性」，這種東西根本就沒有的，個人自己的意識裏面的，自己的

妄情創造出來的，以為有件這樣的東西，實在沒有這件東西的，這叫做「遍計

所執性」，聽不聽得明白？

第二種，第二類，就叫做「依他起性」，「他」即是眾緣，依住眾緣結合產生出

來的，「起」字當生，依住其他，依住因緣結合而生的，當因緣不結合的時候就沒有

它了，因緣一散壞的時候它亦沒有了，這些叫做「依他起性」，第三種，第三類，第

三類是什麼？這個宇宙的，即這個世界的，與我們的人生的最後的、最究竟的、最徹

底的實質，即是哲學上的所謂「本體」，所謂「實在」，那種東西，那種東西無乎不

在，而這個世界之所以能成為「世界」者，我們人生之所以成為「人生」者，都是要

靠它做最後依據的，那件東西、那類東西叫做「圓成實性」。圓即是「遍」、無乎不

在，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就叫做「圓」，圓即「遍」也；「成」者，不變，永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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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不是要靠眾緣整它出來，亦不是緣走了去就沒有了，成就的，根本不變

的；「實」，真實的，不是假的，其他一切都是幻象，但它不是幻的，「圓成實

性」，「性」字何解？「性」字體也，本質。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的本質不外這三

類。

釋迦佛講得很清楚了。同時，釋迦佛在上文這樣講過，我們修行的人最緊要了

解，世界上很多東西都是屬於第一類的「遍計所執性」，是執出來的，既然是執出來

的，所以不是有的，但不是有的，我們偏偏要執呢？這個是妄情、虛妄了，我們要排

除它，除去了它，這樣就無執了。無執就剩下那個「依他起性」的本來面目，是嗎？

當你不執的時候，那個「依他起性」，你知道一切罪惡又是由眾緣而起，一切清淨的

都是眾緣而起，如果我們這樣，沒有了執著，執著之中最緊要什麼？「我執」，一切

自私的起源，「法執」就是一切沉迷各種的起源，沒有這個「我執」、「法執」之

後，我們就能夠將什麼？我們再進一步保留那個「依他起性」，把那個「依他起性」

的妄執排除，有罪惡的我們不做，「諸惡莫作」，有好處的，有利益的，我們做，

「眾善奉行」，這樣自然我們的生命就清淨了。清淨到最後的結果，如是則不斷地精

進，最後得到的那個最圓滿的成就，就叫做「佛」了。

所謂「佛」，當我們沒有了執著之後，一路撇除了執著，而直至到成佛，在這個

途徑中，我們不斷不斷地修止觀，在止觀裏面把那個「圓成實性」體驗到，直接接觸

到這個「圓成實性」，當我們接觸到「圓成實性」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什麼？知道

不止「遍計所執」是虛妄，「依他起性」都不是實在的，如果我們不能證得「圓成實

性」，說「依他起性」是眾緣和合，不實在的，都是講的而已！一下就不記得了。是

嗎？但是如果你證得「圓成實性」的時候，「依他起性」都不是實在的。如果我們不

證得「圓成實性」，說這個「依他起性」是眾緣和合，不實在的，那都是講的而已，

一下就不記得了。是嗎？但是如果你如果證得「圓成實性」的時候，就確知道「依他

起性」都不是實在的。這樣有什麼好處呢？這樣的好處就這樣，我們不會在「依他起

性」之上來加重它的染污，來做種種罪惡，不會。在消極方面不會，積極方面，我們

在「依他起性」處修行，捨惡而修善，同時因為我們證得「圓成實性」，就知道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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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起性」都是不實在的，這樣的話，到最後我們就會成佛，那好處就是這樣。

這樣，講「三自性」講得很透徹了，是嗎？上文的那一品就是這樣講了，是嗎？

好了，這位勝義生菩薩聽了之後，他就想到了，他就想，回憶想到了，佛講「三自

性」講得很清楚了，教我怎樣修行，教我們怎樣做，怎樣成佛，都很清楚了，但是這

樣，我以前曾經聽見佛有這樣講過，不是這樣講法的，他又怎樣說呢？現在講「三自

性」，即是有個「自性」的，「自性」即是有本質的，但是佛在別的地方就說什麼？

他又說「無自性」，一切都是空的，「無自性」不就是無本質、無實質？佛在那些

《般若經》，那些《大般若經》、《大品般若經》、《金剛經》等等說一切東西都是

「空」，都是「無自性」，又是佛講的，不只一種東西是「無自性」，一切法都「無

自性」的！同時他又這樣講，不止「無自性」，「無生無滅」的！不生不滅，因為

「無自性」，它都無本質了，哪裡有生？有那種東西就有本質就有得生，本質都無何

來有得生？無生，既無生又何來有滅？「無生無滅」，是嗎？一切法本來「無自

性」，是「無生無滅」，既然「無生無滅」，何來有煩惱？是嗎？何來有煩惱？沒有

煩惱就「本來寂靜」了！是嗎？既然「本來寂靜」，我們就不用去求涅槃了，不用去

求涅槃了，「自性涅槃」，「自性」即是本來那樣解，naturally自性、自己。自古

以來就是涅槃的，修是這樣，不修也是這樣，如果照這樣，佛在《般若經》裏面又這

樣講，豈不是矛盾了？是嗎？

這位菩薩就發現佛這樣講法，就變成了〔矛盾〕，問題就這樣，到底一切法不出

三種自性，依住三種自性修行而成佛這樣對的，抑或是另外一條路？要了解一切法都

「無自性」，了解到它「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了解到這樣去修行才

對？於是懷疑了。當然，這個勝義生是很聰明的，是嗎？你以為他真的不懂嗎？我們

都懂，他會不懂？不會的，是嗎？他不過是做馬戲班，那樣畫花口臉的「戲種」那

樣，就是這樣表演，等別人掀起，刺激起釋迦佛，等他講，有很多人不明白的，令那

些人明白，是這樣。於是這個勝義生就問了。是嗎？他問的時候，上文就想這樣講

了。是嗎？佛過去，過去你講小乘經的時候，你又講什麼？

又說「五蘊」，人的生命是由「色、受、想、行、識」，「五蘊」結合而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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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的人生與我們這個世界都是由什麼？「眼、耳、鼻、舌、身、意」，「色、

聲、香、味、觸、法」，那「十二處」結合而來；又說什麼？「六根、六塵、六識」

加起來「十八界」，組合而來；又說什麼？修行就要依「四諦」，又說要生死輪迴有

個什麼？「十二因緣」，又「四食」等等，這麼多節目，佛教修行，人家有很多

program，很多節目，很多節目去修行的，這些節目，各種節目叫做什麼？就是所

謂「法相」了，這麼多節目去修行。佛最初是這樣講的。這樣講，大家依著修行，應

該好好地就了事了，但是佛後來在第二期他又推翻了它，說一切法都「無自性」，都

是空的，又無生，「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又這樣講，這樣與最初就矛

盾了，是嗎？

後來，現在上一回他又這樣講，又說一切法都是「三自性」，是嗎？不出「三自

性」，那麼「三自性」就不是無了，明明說有三種「自性」嘛！即是三種本質，你又

說上文，以前你又說「無自性」？沒有本質的？這樣即是你釋迦佛一前、一中、一

後，講來講去，搞到令人好像入五里霧中，我就不是很明白了。是嗎？你說樣樣東西

都是有，「五蘊」又有，「十二處」又有，「十八界」又有，沒有問題，我都可以接

受，是嗎？你又說有「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是空的，我都可以接受，不是！你

說「遍計所執性」是空的，我又可以接受，你說「依他起性」是幻有的，我也一樣可

以接受，你說有個「圓成實性」這個勝義諦，我們可以去證的，我們可以接受。但是

問題就這樣了，你在那些《般若經》裏面，你又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有兩種第

一種，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自性」即是「空」，你不止說它是「無自性」，

第二種，「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第二種，就兩種了。如果你一切諸法都「無自性」，這樣又空的，你又說「三

性」，你又說「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搞來搞去即是怎樣的？令到人家

頭腦紛繁，是嗎？你又說「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又教我們去修行，修什麼行？修

「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修什麼呢？不能怪他不明白的。於是一定是座上很多人都

不明白，現在你們很多人都不明白的嘛！你釋迦老祖忽然間又這樣講，忽然間又那樣

講，搞到人家很頭痛的。是嗎？好了，我現在正式提出來問你釋迦老祖了，提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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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提出兩個問題來問你，記住，整本經的中心就在這兩個問題裏面，兩個中心。

第一個，你說一切法都「無自性」，什麼都是空的，第一個；你如何自圓

其說？是嗎？第二，你又說什麼？一切法都「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

槃」，如果這樣就不用修行了，又是，這是第二個問題了，聽不聽得明白？我

再複述，這兩個中心的問題，中心思想。第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第

一，記住這兩點就得了，第二，一切諸法都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這

是第二個，這兩個，請你釋迦佛，你解釋它，不外是這樣的，是嗎？他是講，

複述得清不清楚？你會問，羅生那天你未講，何解你又不先講？我這樣先講，

你就不明白的，一定要你讀過，經過那天讀過的那些，㪐㪐㩿㩿(艱澀)之後，

今天複述你就明白了，聽不聽得明白？今天你聽會分外明白些，會更加清楚，

下文我們講到哪裡？

聽眾：庚一。

羅公：那現在佛正式答覆。

聽眾：現在講壬二，「生無自性性」。

羅公：那天佛就答覆他，是嗎？答覆他，就先讚他問得很合理，讚他。

接著就答他了，答他，這裏我又先講了一些，答他的時候，你記得嗎？兩個中心問

題，是嗎？第一個中心問題是什麼？陳芷君你說？

聽眾：「一切諸法皆無自性」，

羅公：「皆無自性」，第一個中心問題，「一切諸法皆無自性」，以後釋迦佛就這樣

答他。這樣釋迦佛怎樣答呢？怎樣答覆他？

何解佛又要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呢？釋迦佛解釋它，他說：我說「一切諸法

皆無自性」，是依據「三無性」來講的，第一個答覆。我之所以講一切法都是空，一

切事事物物都是「空」，都是無本質、「無自性」的，我是依據三種「無自性」來

講，不是很簡單地「無自性」，一腳踢了那個「空」就算，不是這樣的，是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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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法(狀況)，三種無，所謂「無自性」有三種不同的無法(無的狀況)來講，而所

謂三種「無自性」，不過即是前文所講的三種自性，「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

性」，「圓成實自性」，即是那三種而已。這樣的意思即是什麼？你明了那三種，就

會明白這裡了，明不明白？何解這樣講呢？擔心你們執著一面，就要告訴你們，宇宙

萬有，在這一邊來看就叫做「三自性」，調轉來，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看到「三

無性」了，第一個解答。未講的，現在第一個〔解答〕，即是預先講給你們聽，佛是

這樣答覆的。所以你們想了解佛為什麼要講「一切諸法皆無自性」，你就先要了解什

麼是「三無性」，現在就要講三種「無自性」了，第一個答了。這樣即是佛用這樣的

方法去解答他，「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答第一個中心問題，你明白嗎？第二個中心

問題記不記得？

聽眾：一切諸法「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羅公：一切諸法都「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第二個問題。何解「一切諸

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自性涅槃」呢？

佛怎樣答他？佛是這樣答他：

我之所以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自性涅槃」，是依據三種「無自

性」中的第一個「無自性」與第三個「無自性」來解釋，第一個「無自性」即是什

麼？未曾講的，是嗎？未講的，我先講給你們聽，他已經講了一些，第一個「無自

性」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種東西，本來沒有的，我硬執它說它是有的，你不執它的時候

就沒有了，那種，那種叫做什麼「無自性」？「相無自性性」，連那個相狀、體相，

「相」即是體相，「體相」即實質，實質是無的，完全無的，「相無自性」的那種

「性」，這個「相無自性性」即是什麼？即是「遍計所執性」，是嗎？「遍計所執

性」既然是執出來的，那裏有呢？譬如有些蠢的人，龜的毛，他就真的去找龜的毛，

兔本來無角的，說有兔角，你又去尋兔的角，龜毛、兔角根本就是無的嘛！是嗎？從

前有個羅馬皇帝，是嗎？我不記得了，他旁邊有個臣子很巧妙的，他說那條絲，紡紗

房的那條線，要紡到它最幼的，有一個就將紡到最幼的拿給他看：陛下，你說這條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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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未呢？他好做不做，就問旁邊的那個聰明人，你說夠不夠幼？這個聰明人說：不

夠，不夠幼。怎樣才是最幼呢？於是這個人拿著說，陛下你看看，這條就最幼了。看

不到的？看不到才是最幼的嘛！幼到看得到就不是最幼了，是嗎？你看看，這裏就是

最幼了。

於是這個蠢皇帝就說，對呀！真是這條是最幼了。是這樣。其實這些是什麼？

「遍計所執性」來的。是嗎？沒有那些執那些，我們一讀，了解到「遍計所執性」，

我們就知道，「遍計所執性」有時就無傷大雅的，但有時是很弊的，那些無知的人，

插個乒乓在那裏，就以為是齊天大聖來吹乒乓，這些以無為有的齊天大聖，顯然就是

「遍計所執性」，是「相無自性性」了。那些是有害處的，你在過去在鄉下，現在加

拿大沒有，鄉下榕樹腳，整個蠟燭油，那些人在這裏祭白虎，在那裡拿隻鞋底來打小

人，這些通通都是什麼？以無為有，你們大概未見過那些城隍廟，你們見過未有？

聽眾：見過，見過。

羅公：大城市裡以前有些城隍廟，城隍廟，廣州市的那間城隍廟後來就拆了，未拆的

時候，我細路哥都見過，城隍廟廟門口有兩個人，好像差人那樣，從前的差

人，一個拎住個牌的，一個是拿住支筆，有個拎住鎖鏈是拉人的，那些叫做

「差官」。

「差官」者，即是現在的那些什麼？即是現在叫做 policeman。舊時叫做「差

官」，他會抓人的。從前的老百性就最怕差人的，現在香港的那些無知的人都是最怕

差人的，那些叫做「差官」。那些人，那些差官整天出街欺負人的，從前世界第二次

大戰之後就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我們親眼看到在香港那些菜市處，那些摩羅

差(印度人)，那些小販〔被他們〕一腳踢的！

聽眾：拳打腳踢。

羅公：那些沙展，那些白種沙展(Sergeant)，拿住那支棍照背脊打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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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好像現在那些電視放映的那些南非洲的那些警察打那些黑人那樣，真是這樣

打的，那些差官很惡爺的。所以舊時的小販與那些低層的人最怕差官。有什麼事幹就

被人抓的，未抓前，你猜怎樣？他以為差官，他犯了官非，以為那些差人都是喜歡食

鴉片的，個個都買一點鴉片煙，去城隍廟那個差官那裏，用些元寶蠟燭先拜一拜它，

才入官廳。拜它的時候就先買定一些鴉片煙，糊到差官的嘴處，整個差官的口糊滿了

鴉片煙的，到夜晚，有些沒有鴉片煙食的那些道友，他就走去刮鴉片煙來吃了，食鴉

片煙的人，上等食鴉片煙的人就食金裝，中等就食普通的，下等的就替人打火，替人

整煙泡。人家刮了煙屎(渣滓)他就包回去，食煙屎，是嗎？有些最下級的，去城隍廟

的差官的嘴那裏，刮鴉片煙用來浸水食，那樣之類。

那些是以無為有，那些「相無自性」。「相無自性性」了，就是空了，本來就空

了，所以我就一切法都「無自性」，有時就依據這一點，「相無自性性」是依據「遍

計所執性」來講的，但我有時候又不只是依據這些的，有時候我是依那個「依他起

性」來講的，何解呢？那個「依他起性」，從正面來看，眾緣和合就有它出現，但從

反面來看，眾緣一散壞就沒有了，同時，眾緣未起的時候它也沒有，還有，所謂眾緣

和合而有，即是它沒有自己的，要靠別人的，是嗎？要靠眾緣支持，本身就沒有它自

己的，沒有自己的本質，有來有去就是因那些眾緣的本質助成它的。

「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既然要靠人的，要靠眾緣和合，眾緣未有，它就未

生，眾緣滅它也就滅了，這些叫做「依他」，這些叫做什麼？「生無自性性」，要靠

眾緣和合生它出來，所以它自己無本質，如果你自己有本質，就不用別人生的，即是

說你要有母親生，即是說你自己沒有自己的本質的，一定是要靠那些什麼？父的精，

母的血來變你的嘛！所以，因為要靠眾緣和合而生，從這點來看，它是無它自己的實

在的本質的，叫做「生無自性性」。「生無自性」的本質即是「依他起性」，「依他

起性」既然無本質了，那就是空囉！沒有它自己還不空？要有它自己才是空呢？是

嗎？所以叫做「生無自性性」。這個空，但是空不是等於無。這樣「相無自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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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無自性性」就根本是無的，這個「生無自性性」就幻有了，眾緣和合而生，生它

出來的時候，它是幻有，有而不實，叫做「幻有」，「假有」，假有都是「無自

性」，是嗎？既然有自性又何須假？既然是假的，就是無實在，譬如那隻戒指，你說

它是假的金，假金即是不是金的自性，是嗎？叫做「生無自性」，我有時說「一切法

都無自性」，有時是依據這樣的角度來講的。

第三，當我們證得這個「圓成實性」，即是證得真如的時候，在這個真如裏面，

並無、並無這個我們「遍計所執性」執出來的那些龜毛、兔角，沒有這些東西存在

的，是嗎？在「圓成實性」裏面沒有的。就是因為你證不到「圓成實性」，那些人就

顛顛倒倒才有這些東西，證得「圓成實性」就沒有這些龜毛、兔角、大聖爺等等這

些，沒有這些執著的。還有，我們以為世界的現象生生滅滅，這些生生滅滅都是假

象，是「依他起性」的假象，而「圓成實性」的本身，是超過時間，超越時間，超越

空間，既然超越時間了，何來有生滅呢？是嗎？這個時候生一會又滅，有時間才說有

生滅，它超過時間的，無時間的，時時都存在的，無所謂叫做「過去」，無所謂「現

在」，無所謂「未來」，超時間的，這個人，這個超過時間，超過空間的這種東西，

最難想的，那些人學不學慣哲學的，能不能學到哲學，就看想不到的這些。超時間。

用回我們中國地道東西來講，是嗎？老子就講有一個「道」，我們佛教叫

做「圓成實性」，又叫做「真如」。老子就叫它做「道」，「道」，老子說

「道」是怎樣的？「迎之不見其首，」是嗎？我那天寫過了，譬如一條蛇，我

們趕落蛇頭處，在蛇頭處就見到蛇尾就跟著蛇頭，我們在蛇尾處看，就見到尾

跟著頭，墮落了時間就是這樣，有頭有尾，但是「道」，迎之，在頭處看，在

頭處看是看不到它的起點的，「迎之不見其首，」即是沒有起點的，佛家叫做

什麼？「無始」了，「無始」即是「迎之不見其首」，「首」即是起點，頭，

「隨」之，「迎」就在頭，這樣就是「迎」，「隨」就在後面 follow，跟著，

跟 去看，想跟到它最後的那點，找不到它最後的那點，這就叫做「無終」着

了。即是「無始、無終」者，你可以用道家兩句看了，找不到它的終點，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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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無終」。真如法界，這個「圓成實性」也是一樣，找不到它的起點，找不

到它的終點，在現實的社會裏面就找不到一種這樣的東西的，要靠我們的智慧

去體會的，你說，眼又見不到，耳又聽不到，手摸不到，那樣是真的？你可不

可以學哲學就是這一點了，是嗎？你，所以學哲學的人，不是！所以你學佛經

的人，最好學一學西洋哲學。

我們的世界是兩個套在一起，兩個世界，一個是感官的世界，sense感官的世

界，這個世界的感官世界，用眼看到顏色，耳聽到聲音，鼻嗅到香臭，那條舌嚐到的

味道，身所觸到的觸覺，這些就叫做感官的世界。不過感官的世界靠不住，感官的世

界靠不住的，你看看那個月亮，是嗎？有些人看到籮那麼大的，有些人看到很小很

多，是嗎？同是一個月也，在天邊就特別大個，一路路升空就小了很多。其實月沒有

小，你自己的感官有問題。還有，我們就看到七彩的，可能種種東西是不止七彩的，

不過我們只有五種感官，所以才見到七彩，好像狗就看不到七彩的，狗只能看到灰

白。不止這樣，我們的人，我們的人近視或不近視，所看到的是不同的，是嗎？看東

西是不同的。人，有種人是叫做色盲的，色盲的人只看到灰白色，你們穿五顏六色的

衣服，他看到什麼？他看到灰白色，好像看電影，只能夠看到灰白片，看不到七彩

的。

狗也是，狗看不到，那些人研究動物的，說狗是色盲的，那樣說。諸如此類，即

是說感官靠不住的，同是一種東西量度下去，兩種、兩劃，一樣大的，如果這一劃是

這樣的，與這一劃是這樣的，你覺得這一劃短些，是嗎？那一劃長些，實在是一樣

的，量度一下是一樣的，即是說，我們的感官，希臘人說感官世界是靠不住的，不是

真實，是虛妄的，柏拉圖(Plato, BC 427-BC347)說它。但是，理智，第二個世界就

是理智的世界，理智的世界才是真實的，感官看不到，自己的理智看到。例如，我們

學幾何的人整天畫個圓，用感官來看圓，感官的世界看不到絕對的圓的，真正的圓你

看不看到的？你說看不看到的？看不到的，何解？你說圓，試一下你用顯微鏡去看看

它，你以為這一劃光光滑滑的一條線嗎？不是的！彎彎曲曲狗牙一樣的！你如果用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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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倍的顯微鏡，用百多二百倍的鏡去看，就看到它狗牙一樣的。是嗎？那個月，月

亮，看見一個餅，十五，十五的時候看到一個餅圓圓的，哪裏是圓的？你看看那些坐

火箭去月球探險的，那些拍回來的照片，都是凹凹凸凸的，哪裡是這樣的？我們以為

見到那個月真的靚了，蘇東坡說：「抱明月而長終」(《前赤壁賦》)，最好永遠抱著

個月光不再起了，如果真正叫你去攬住個月亮你就慘囉！你坐火箭去到看看那個月你

就知道了！是嗎？感官的世界是靠不住的，要用理智的世界。感官的世界看不到真正

的圓的，但是我們理智裏面，是可以想出個真正的圓出來的。是嗎？這樣，理智的世

界靠得住，所以，在理智世界上，圓就是圓了，沒有「狗牙」的，是嗎？在理智的世

界裏面就有些什麼？

有個超過時間、超過空間的，可以超的，感官世界裏面沒有能夠超過時

間，沒有能夠超過空間的，但是理智的世界我們可以，可以肯定得，可以想到

那個宇宙的本質，最後的本質，是超越空間、超越時間的。可以有「迎之不見

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的「道」，可以講得通的這個感官世界。這個當然了，

柏拉圖的講法很偏的、很偏激，到了他的學生就不同了，修正一下，他的學生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BC384－BC322) ，就說什麼？感官，理智的世界未必就

是全部真真實實的，有些是很虛幻的，要將虛幻篩出來才行。

同時感官的世界也不是完全靠不住的，有些是可以靠的住的，在某種限度之下，

是靠得住的。經過篩一篩選，就變成科學化了，所以阿里士多德是科學的始祖，就是

這樣。好了，這個就是什麼？「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的，超空間的，這個

「圓成實性」，所謂「成」者，超過時間。聽不聽得明白？超時間、超空間、無處不

在、無時不在的真真實實的「圓成實性」，用現在哲學、現代哲學的講法就即是

reality了，是嗎？又叫做「本體」。你學佛經最緊要看到這些，看到、了解這個智

慧，你讀天台宗，整天講，世界上有些叫做什麼「諸法實相」，你如果聽別人講經，

你就難明了，經就依據著，那個講的人就依據著經來講的，他說：實相就是「無

相」，實相就是無相的，「無相之相」就是名「實相」，無相的「相」就是實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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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明不明白？

你無辦法明白的。實相就是無相在這裏了，「無相之相」，打個圈，「是名實

相」，又回來了，走了個大圈，走回了原來的位置。是嗎？你讀佛經時時會有這樣，

現在你一聽我講，你就有不同了，「實」者真實，「相」者體相，真實的體相即是真

實的本質，叫做「實相」，這個「實相」即是勝義諦，即是真如，亦即是「圓成實

性」。這樣一解釋，你讀，任你怎樣講什麼「諸法實相」我都可以明白。

你讀《維摩經》忽然間聽到「不二法門」，「不二法門」是什麼？講來講去，你

看來看去都看不明白，不要說講你不明白，你看的你也無辦法看得明白，聽的亦無辦

法聽得明白。「不二」是什麼？「二」是相對的，善與惡相對，高與矮相對，大與小

相對，相對，相對的概念，凡是概念都是相對的， concepts一定是相對，「不

二」，absolute，絕對的，「不二」的，什麼是絕對的？只有講不出的那個什麼？那

個「圓成實性」才是絕對的！講得出的都不是絕對。你說，這個叫做真如，已經是不

夠絕對了。是嗎？你說「真」就有個「假」相對，你說「如」就有個「不如」相對，

是嗎？講不出的，真正的，這樣，有些地方叫它做什麼？佛的法身了；有些地方，

《六祖壇經》的那個神會和尚就叫它做什麼？叫它做什麼？

聽眾：「本源佛性」。

羅公：叫它做什麼？那種東西？

聽眾：「本源佛性」。

羅公：「本源佛性」，是嗎？

《楞嚴經》，大家都很多人信《楞嚴經》的；《楞嚴經》叫它做「妙明元心」；

《般若經》裡面就叫它做「實際」，又叫它做「空性」；《心經》叫它做「空」，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的那個「空」。都是這種東西，你一知道，一看下去就迎刃

而解，一點問題都沒有。好了，他說，「圓成實性」不生不滅的，是嗎？所以，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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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一切諸法無生無滅」，即是說什麼？一切諸法的最後的本質，那個什麼？那個

final reality 最後的本質就是什麼呢？本來「不生」的，因為它本然存在，不是

「生」的，你說，這樣會不會有個神造的？要神造的，它就不是本然存在，那個就不

是 reality，神都本來被它做的，譬如基督教的人講神，神又有一個人，有個高級神

生祂出來，這樣就講不通的，是嗎？所以，凡是做宇宙的本源，一定是本來就「不

生」，既然本來不生，以後亦不會滅的。所以這個「圓成實性」就「不生不滅」，既

然「不生不滅」，何得有來煩惱？是嗎？有生有滅的東西才有煩惱。你有一百萬身家

(財富)在這裡，現在給人偷走了，沒有了，你就煩惱了，是嗎？滅了。本來你乾乾淨

淨很好的，忽然間你中了六環彩，砰一聲一千幾百萬來了之後，你都不知怎樣才好。

沉迷了，全亂龍了！有些人錢多了，發財了，發神經都有之的。有的！

聽眾：歡喜過頭。

羅公：你知嗎？以前打麻雀，食了十三么，滿糊！

哈、哈、哈就死了都有之的，不是說歡喜就是好，歡喜，看看有沒有引起你很多

沉迷，沉迷就是煩惱，因為有生有滅，然後才有煩惱，無生無滅，何來有煩惱？無煩

惱就是本來寂靜，寂靜者，即是無煩惱去紛擾。既然本來寂靜，何須要另外去求涅

槃？那時就是涅槃。無煩惱何來有生死？無煩惱、無生死，一切輪迴都沒有了，這樣

就是涅槃。然則這是第二個中心思想，「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

意思即是說什麼？一切事事物物的最後本質，都是真如、勝義諦，都是「圓成實

性」，這個「圓成實性」是「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即是說，這一

句，這第二個中心思想是依據什麼？依據「圓成實性」，「三性」中的「圓成實性」

來講，這個「圓成實性」，正面看它是「圓成實性」，從反面來講就叫做什麼？「勝

義無性」，「勝義」者，即它就是勝義諦來的，這個勝義諦完全沒有一切所執著的

「遍計所執性」，「無」者，即無所執，無所執性，叫做「勝義無性」。

這個不是空的，是嗎？「遍計所執性」，這個「相無性」，就完全是空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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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依他起性」，亦即是「生無性」，這個「生無性」是幻有，不是完全空的，是

嗎？「勝義無性」就不空的，根本就不空。當然，你說它「空」不對，你說它「不

空」也不對，勉強說，寧可說它「不空」，比說它「空」好。是什麼？真空不空，真

正撇除這個「遍計所執性」，所顯露的「圓成實性」是不空的，妙有非有，妙有，這

個「圓成實性」是「妙有」，不是像「遍計所執性」那種「有」(法)的，而是不生不

滅的那種「有」(法)，是超時間、超空間的「有」(法)，聽不聽得明白？三種無性，

是嗎？

第一類，依「遍計所執性」而假立一個名稱，叫它做「相無性」；或者叫做「相

無自性性」，第二，依據「依他起性」，假立一個名稱，叫它做「生無自性性」；第

三，依據「圓成實性」這個真如勝義，假立一個名稱，叫它做什麼？「勝義無自性

性」，聽不聽得明白？所謂「空」就是這樣的空，所謂「無自性」是這樣的意義的。

聽得明白嗎？本來應該這是最深的，是嗎？不過現在你說深不深？不深了，沒有的，

佛經說沒有什麼深的，深的是講不出的，是嗎？講得出的都不會深，還有，講得出的

你一定聽得懂，你說我聽不懂，沒有聽不懂的，除非講的這個人講得很論盡(不清

楚)，是嗎？講的要負相當責任，為何你講得別人聽不懂？是你有問題了，你請個教

員教你的孩子，教你的兒子都不識的，你的兒子可能固然是該打，是嗎？但是這個先

生都有些問題的。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就讀本文了，是嗎？讀經文了，讀經文應

該在那裏起讀？

聽眾：「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

聽眾：三十一頁。

聽眾：壬二。

羅公：什麼？庚一？是嗎？

聽眾：壬二。「生無自性性」

羅公：壬二。我不如在壬一再讀過，是嗎？壬一是怎樣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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