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如由壬一再讀過，是嗎？壬一怎樣說？釋「相無自性性」，解釋什麼

叫做「相無自性性」。「善男子！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他叫一聲，善男子

啊！什麼叫做，「云何」即是什麼叫做，什麼叫做，「諸法」即是一切事事物

物，一切事事物物之中的所謂「相無自性性」，連「體相」都全無的那種東西

呢？謂諸遍計，「謂諸法遍計所執相。」好像有個「法」字那樣的，有的，我

漏了一個「法」字，有的。

聽眾：有。

羅公：有嗎？你們加上去。

「謂諸法遍計所執(相)性。」一切諸法之中，那個「遍計所執性」，這個「相」

字與「性」字通用的，為什麼？「何以故？」為什麼「遍計所執性」又即是「相無自

性性」呢？「此由假名」，不是假立，是「假名」，「假名安立為相，非由自相安立

為相。」一句。「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此」即是這個「相無自性性」，這個

「相無自性性」是怎樣？由於怎樣？「假名」，完全是由我們的意識裏面起一個假

名，假設的概念，「名」就是名相，假設的概念，假設的一個 concept，為了要令大

家了解這個「遍計所執性」的反面，所以假立一個「相無自性性」的概念，「安立」

即是說，假立而說的。聽得明白嗎？看佛經見到「安立」兩個字，差不多就十有八、

九成可以當「說」字解。「為相」即是「為性」，那個「相」字與「性」字很多時是

通用的。我們、你們很多人讀英文的，讀英文，英文裏面有很多字常常有個 ty尾，

就表示什麼？表示那種性質，那種性質，這個「相」字與這個「性」字與這個差不

多。

「非由自性(相)安立為相，」並不是，「非」即並不是，由於它的自性，有自

性，它有自己的本質，由於它有自己本身的相狀，作眾生的本質與相狀，而安立，而

說它叫做「相無自性性」。兩個合起來，我再重新翻譯它，這個「相無自性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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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詞是完全為了使別人明白，那個「遍計所執性」的另一面。所以就假名、假設，

設立一個概念，設立一個概念來說明，安立，安立即是說明，這樣用的。「非由自相

安立。」並不是由於這個世界上有一種這樣的東西，這種東西就叫它做「相無自性

性」，或者有它自己的自相，自己的本質，所以改了這個名字的，完全是藉用假設而

已。既然假設的，你知道它是假的，就多少都無所謂，最怕你執著，你已經了解了

「相無自性性」，就已經……

不是！了解這個「遍計所執性」就已經相當吃力了，再整多一個名詞給你就麻煩

了，是嗎？所以，那些人批評唯識宗，批評法相宗，說：整天這麼多名相，令到我們

搞不定。現在句話又講錯了，你搞不定而已！你不聰明而已！是嗎？別人搞得定嘛！

是嗎？你不如罵科學家，這麼多公式！這麼多東西，這麼多東西，這麼繁瑣！太麻

煩，那你就別學了！是嗎？等於你學當醫生，普通一本《內科學》就這麼厚，四、五

英吋厚，哪裏好得過中國(中醫)，在街邊買一本《筆花醫鏡》(清.江涵暾(筆花)撰於

1824年)，甚至買一本《中醫內科學綱要》薄薄的一本那樣，真確是會醫病人的！我

有個老表兄，就在街邊買一本《筆花醫鏡》，姓江的造的，就是《筆花醫鏡》，就在

東莞石龍，還居然做了名醫！叫做劉國雄，我的表哥，一本《筆花醫鏡》就做了名

醫，它那些藥確是好的，那些古方來的。我與他是老表 (表兄)，我問他，你怎樣把

脈？他說： ！很容易而已！人身，他念那首脈歌給我聽：人身，人身一呼吸，脈來唓

四、五跳。即是標準的把脈，標準的人，你一呼一吸就有四、五下就對了，很籠統的

嘛！老年人與後生的呼吸是不同的，應該看鐘、看錶的，他不看錶，因為以前鄉下沒

有錶的，人身一呼吸就脈來四、五跳，過此就名為數，不知什麼不及就名為沉，名為

遲。過了四、五跳就叫做「數」，「浮、沉、遲、數。」不夠四、五下就叫做

「遲」，籠統。脈有十幾種脈的？嘿！他說，夠了！「浮、沉、遲、數」四種還不夠

嗎？不用的！他說：真真正正的那些脈很厲害的，搞不定的，他都不找你，他都找西

醫了！也是的！

我又問他：那些細路哥(兒童)他不會講的又怎樣？嗨！細路哥？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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掰開他隻手，看到他這裡有條線，細路哥是有的，這裡有條線，藍色就有風

了！黃色就熱氣了，熱就給他涼的，風就給他驅風的就可以了，看看他的「山

根」有沒有藍，有藍就是腸胃發酵，給他一點神 去酵的給他吃就好了。我說麯

你的處方怎麼辦？有時搞不定你又怎樣？有什麼搞不定？包得(一定得)！怎樣

得？因為我認識他很久。他說，一劑保和丸來先試一試，如果明天都好了就給

多一劑保和丸他吃，怎樣的？保和丸，你現在去陳李濟，香港去陳李濟買盒叫

做保和丸，在香港要賣兩元一粒，不過現在你買藥就不止兩元，現在的藥很

貴。保和是什麼？保和丸，我念那首方歌給你聽：保和神 與山楂，一味是神麯

，好人食得更好，壞麯 (病)人吃了都會好的，神 ；麯

聽眾：吃你不死。

羅公：保和神麴與山楂，陳翹萊菔苓半夏；山楂，保和神 與山楂，苓夏陳翹菔子麯

加，「苓」就雲苓，「夏」就是法半夏，法夏，「陳」就陳皮，去酵，「翹」

就連翹，清熱嘛！

「菔籽」治腸胃，即蘿蔔籽，「萊菔籽」即是蘿蔔籽，清腸胃拉肚子，苓夏陳翹

菔子加，等分為丸就麥湯下，味味全部一樣，細路哥味味(每種)錢半，大些的味味三

錢等分，「為丸」，如果你整丸給他吃，等分為丸就麥湯下，「亦可風中用麥芽」。

加一味麥芽也可以，包好的！是，真的好。講到這裏，我的兒子吃什麼西藥都沒有那

麼厲害，戰前住在旺角，旺角上海街那裡有間廁所，有個守廁所的看門人，何文秀有

沒有聽過？那個看門人真是很了不起，那些孩子給他一治就好了，葉錦華都沒有那麼

厲害，當時葉錦華都相當厲害的，看孩子病，葉錦華不及廁所看門人，我的兒子就是

這樣了，拿起手一摸，一劑茶就好了，他沒什麼，搞來搞去就要保和丸那幾味，加什

麼？看看有沒有驚，驚就加僵蠶，加些蟬蛻，加幾味，搞來搞去，個個都是那幾味，

但是他就其門如市，何解呢？他應不用守廁所，他不用，他在廁所旁邊住，他有一個

親戚替他看廁所，因為風水好，他不捨得走的，即是現在香港，很多人在徙置區，發

財了，發財後，他已經坐車坐 Benz了，你就不要霸住徙置區的小房子，他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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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佔住，他說那裡風水好，他在那裏發跡的，寧可回去叫阿婆，叫祖母，你來先著

，他自己買層樓，出入坐着 Benz，香港很多這樣的人。

我就有一個朋友是這樣了，在蘇屋 ，他發跡了，就是不願意將房子還給政府。邨

他說，我一住進去就發財了，我還給人家就沒有了，怎麼辦？人是這樣，這些是什

麼？「遍計所執性」，「遍計所執」，「遍計所執性」，你不要以為沒有，當你執著

以為它有的時候，你就執上加執就真的好像有的，所以中國人說什麼，信則有不信則

無，你越信鬼就越有鬼搞你，你完全不信鬼，完全不信就沒有事，半信半不信那些就

最麻煩，明白嗎？

就這樣講，我完全是依據什麼？我再複述這句，所謂「相無自性性」即是「遍計

所執性」來的，為什麼「遍計所執性」叫做「相無自性性」呢？因為「遍計所執性」

這種東西，是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完全由假名說它有這種東西而已，並不是真是有自

相所以說它有這種東西，於是我們就叫它做「相無」，連體相都無的。這個「相無自

性性」當你聽到之後，你就不要以為真是有件東西叫做「相無自性性」，如果你一執

著世界上有件東西叫做「相無自性性」，即是你又多了一種「執」了。所以多了一種

執之後，就不如不讀好過，是嗎？「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以前香港有個叫做遠參

法師，這個道德很好的人，遠參，何文秀識不識？人就道德很好，遠參法師戒律很

好，但是那種硬頸(固執)就無人有，他認為，他學過天台宗的，全部天台宗不要，他

說什麼？多多名相，又說實相，又說如此這般，又說「圓融三諦」，又說「一心三

觀」，全部多此一舉！

這些叫做什麼？他說這些叫做老鼠膠，什麼叫做老鼠膠？你那間屋老鼠多，你就

要清老鼠，等於一個人煩惱，執著多，我們就要清煩惱了，老鼠膠，你見老鼠你就整

死牠，不是！找些老鼠膠來黐老鼠，老鼠未死，就先把你整個廳就整到全部老鼠膠，

到處污糟邋遢，天台宗就是這樣了。未曾破執就先搞了幾百個名相，這些全部都是老

鼠膠來的！先整個廳整到，等到黐到老鼠的時候，你還要洗一輪，才能洗乾淨，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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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到你完全除了執之後，你還要清那些老鼠膠然後才能夠成佛，哪裏好得過我

全部「空」清它！不就好了？因為他什麼都講「空」的，又是的，看一種種人，是

嗎？遠參法師，很好，人很好的。

好了，這樣就「相無自性性」了。這樣又為什麼叫做「生無自性性」呢？還未講

是嗎？現在講了。「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呢？我先讀一讀它，「謂諸法依他起

相。」一句。這樣，這裡先一句。「云何」即什麼叫做，「諸法」即是這個世界上一

切事事物物中，裏面所謂「生無自性性」呢？不用解了，「生無自性性」，即是眾緣

和合而生，所以沒有它自己實在的本質，什麼叫做「生無自性性」呢？「謂諸法」、

「謂諸法依他起相。」即是「依他起性」，「何以故？」為什麼？為什麼「依他起

性」又叫做「生無自性性」呢？「此由依他緣力故有，非自然有。」一句。何解呢？

「此」，「此」即是這個，這個「依他起性」，這個「生無自性性」是完全是依靠其

它的緣，其它的因緣等等，因緣和合的力，因為有因緣和合的力的緣故，然後有這些

東西存在，「非自然有」，不是本然而有，自然有，即不是自性，本然固有，既然不

是自然有，完全要靠人的，世界上最怕人喜怒由人，哀樂由人，最弊了，「依他起

性」就是喜、怒、哀、樂都由眾緣決定，「非自然有」，「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

了。好了，講到「勝義無自性性」就開了兩個椏叉(分支)了。一會你們有個 break，

休息一下，回來再講。

四個「性」了。「勝義無自性性」這個「性」，大概在佛說這本經那時，那些人

的用法有兩個不同的，有兩種用法。第一種的用法是什麼？那個「相無自性性」，即

是「遍計所執性」，又叫它做「勝義無自性性」的，我們不要用這個，何解？「遍計

所執性」就「遍計所執性」了，何解又要「勝義無自性性」呢？那個理由是怎樣？它

原來是這樣解的。在「勝義諦」之中是沒有這種東西的，沒有這種東西的自性的，當

我們證得勝義諦的時候，並無這種自性在這裏的，叫做「勝義無的自性性」，勝義無

這個自相之性，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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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聽到一些。

羅公：聽到一些，在勝義諦上沒有它的那種自性。聽不聽得明白？

你聽不聽得明白？學一下中文，要有工具才行。剛才我與鍾兆亮講起，請人通一

通水喉(水龍頭)要付 50元，看著那個人拿著一條鐵，有螺絲的一條鐵管，整兩下，

擰、擰、擰一扯，放些水沖，得了！不錯！我說，做這種東西確實是比開間舖做老闆

好，不過好難講，你打個電話他就要來，他又要坐車來，又要坐車走，阻了他成個鐘

的時間，他是值這麼多錢。我白白講整水喉做什麼？我告訴你，最緊要有工具，我之

所以要給他 50元，自己搞不定是因為沒有那條鐵，如果我有那條鐵，同時我又懂得

怎樣將那條鐵伸進去，我就不用不見了這 50元了。是嗎？即是說兩種很緊要的，第

一就要有方法；沒有方法，要懂得，第二要有工具；沒有工具，只是有工具也不行

的，有工具你不知怎樣塞進去，是嗎？就要兩種都要具備就行了。學佛都要有工具，

方法行，方法我可以教你，但工具，你自己要去找工具，學佛的工具是什麼？

如果你想學西藏裡面所傳的佛學，你要先學幾年西藏文，有個工具才可以

的，即是說你想學英國的古典文學，不是這麼簡單，你要先學好英文，英文你

都不識，你怎樣看 Shakespeare？那些戲劇你怎樣看？是嗎？你想學錫蘭，即是

斯里蘭卡裡面所傳的，那些正式上座部的小乘佛學，你就要識巴利文，世界上

有種文語言叫做 Pali language(P li)ā 做工具，你想認識中國所傳的那些佛學，你

就要識中文做工具，等於那個人的那條鐵。你學吧，學一下，你現在很年輕，

你有 90 歲，你現在還未過三分一，是呀！你很長命的，你如果 41

歲， 41、 42、 43 歲三年不死，你就有 90 歲命，他行運最弊這三

年，41、42、43，整個相最差就這三處。

聽眾：贈給你兩句。

羅公：你整天發菩提心，不要殺生，那三年你一定死不得，不殺生最靈光。一隻螞蟻

你都不要整死牠，你那三年就不會死，如果你的心狠毒，那三年很多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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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41、2、3歲。

看相的東西，好的就未必靈，醜的多數都靈，好奇怪的。好了，不要講了。要工

具。如果你不懂，你趁我在這裏，你問我，講教國文，我是一流的，我死了，你找別

人就找不到這一類了。何解呢？舊的東西識得這麼多，又懂得新的，他又可以用新的

講給你聽，講舊的給你聽，不容易的。你在這裏，找那些博士沒有用的，識新不識

舊，是嗎？你走去找那些，還剩下有幾個的，我看在香港找那些舉人、秀才都還找的

到，那些識的舊，不識新的，無用，又是無用。趁我在這裏，你們學。

第二批就是劉萬然那些還勉強可以得，他們那些也死了就沒有了。是呀！你不

識，你就可以問我，問我，甚至這個字應該怎樣用法，我用英文講給你聽都可以。

「勝義無自性性」兩個解法，第一，「勝義無自性性」即是「遍計所執性」，何解

呢？因為「遍計所執性」是執著來的，當你見道，證到勝義諦，證到真如的時候，當

你證到真如的時候，根本就是無執的，沒有「遍計所執性」的，所以在勝義諦中是無

這個東西的，勝義無，無這種自性的那種性。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

第二個解，「勝義無自性性」即是「圓成實性」，因為何解？「圓成實性」就是

勝義來的，勝義何解「無自性」？無自性即是「空」，我們的智慧，用我們的智慧去

了解無自性的道理，無自性就是空，了解空的道理，空了一切執著所顯露出的那種

「性」，用「無自性」做手段所顯露出的那種「圓成實性」，就叫做「勝義無自性

性」，這個「圓成實性」的勝義諦，是用「無自性」這種觀，這種智慧所顯露的，聽

不聽得明白？你肯定明白的。現在你們座上聽課的，在目前，一、二、三、四這四

個，第五個就數到陳芷君，四名裏面，照我看，除非我錯誤，沒有錯誤就第五名左

右。

聽眾：第五都錯。第九。

羅公：這樣，如果照這樣解法，「勝義無自性性」即是「圓成實性」，聽不聽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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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現在取哪一種？我要第二種，不要第一種，是嗎？但是你不要，有人要這

樣解的，所以就姑且提一提，聽不聽得明白？

如果到後期，那個護法菩薩造《成唯識論》的時候，就直接不要第一個名，要第

二個解釋，直接就這樣。這樣解釋了，這樣「勝義無自性性」即是「圓成實性」來

的，但是何解「無自性」三個字，現在不是叫你只是解那個「性」即是哪一種

「性」，最要緊是「無自性」那三個字怎樣解法？這個「無自性」三個字的解法，如

果從「相無自性性」，即是說根本就沒有這種東西，這樣解「無自性」，第二個，如

果「依他起性」，「生無自性性」，「無自性」怎樣解？因為它要靠緣生，它沒有它

自己的性，這是第二個解，就「依他起性」來解，就「圓成實性」來解就是剛才的解

法，「圓成實性」這個是勝義諦，裏面完全沒有了一切「遍計所執性」的，好了，講

到這裏，就有人這樣講了，唯識裏面有兩派，一派就唯識古學，是梁武帝的時候真諦

法師的講法，叫唯識古學，他說，「勝義無自性」這個「圓成實性」，這個叫做「無

自性」的，不是只是沒有「遍計所執性」，連「依他起性」都是空的，即是說什麼？

連「依他起性」也空了，玄奘法師回來就說不是，空了「遍計所執性」，「依他起

性」不空它，這是玄奘法師的唯識今學，古學好還是今學好呢？照圓測法師的，他當

然是說今學對了，說古學是真諦法師錯而已！

聽眾：1988年 12月 30日。30頁丁一。

羅公：看回 30頁，丁一那裏，看到嗎？

丁一那裏的長行廣釋，記住，那些未聽過的佛經多的，記住長行等於散文，用散

文來詳細解釋，分五段，戊一至戊五，戊一，約三無性釋經諸句。「約」即依照，依

照「三無性」來解釋經的那一句，那幾句經？看你們記不記得？他問的那幾句經？記

不記得？江漢林，你記不記得？你坐在那裏，被我這樣問，你的益處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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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何謂諸法無自性性。

羅公：是，「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他說，你在《般若經》裏面講這幾句話，這幾句就分開兩截，其意義分開截，說

話就四句，是嗎？意義就兩截，哪兩截？第一截，「一切法皆無自性」，「一切法」

即是所有東西，所有東西都是空的，「無自性」即是沒有它自己的本質，沒有它自己

的本質就是空，「一切法皆無自性」，一截，第二截是什麼？「一切法都無生無滅，

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怎樣叫做「無生無滅」？它未曾出現過，未曾出世過，亦都

沒有死過，亦都沒有滅亡過。本來就沒有煩惱起的，根本就沒有煩惱，寂靜者，它整

天被煩惱所紛擾，不能安寧，本來就寂靜，「自性涅槃」，它本然就是涅槃，不用去

求涅槃，不用去修的，兩截，記住了？

它現在，戊一，約依據「三無性」的道理來解釋經的那幾句話。那四句，四句。

好了，這樣用「三無性」就解釋得通了，是嗎？好了，那就要講「三無性」了，是

嗎？跟住有一個問題，為什麼要講「三無性」呢？說「三無性」，整夠四無性，整夠

五無性不行嗎？一個無性不行嗎？何解一定要整三個無性呢？佛說這個「三無性」，

到底它的意思是什麼？意義何在？戊二，約三性觀，戊二，辨，「辨」即說明，立三

無性義，依據三性的觀點，三性即是什麼？「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

實性」，依三性的這個角度來到說明，何解要立「三無性」，又不立四個，又不立兩

個，然後戊三，約位辨立「三無性」的義，約這個修行的位，來說明「三無性」，佛

所以說「三無性」。然後戊四，約三無性辨一乘義。

「約」即依據，依據「三無性」來說明，何解《法華經》裏面忽然間又說所有眾

生都會成佛？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只有一乘，何解又這樣講？然後戊五，若無

聖教，辨取解不同，就依據「三無性」的那種道理，「空」的道理來辨，這個唯識

的，這個《解深密經》的這本了義經，與其他經的見解不同的地方，分五大段來說

明，現在我們讀第一大段，戊一：約三無性釋經諸句。「約」即依據，依據「三無

性」，「三無性」大家都識了，一個叫做「相無自性性」，是嗎？體相，它的本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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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沒有的，無自性的那種「性」，「相無自性性」，第二種就是「生無自性性」，

要靠眾緣和合而生，它不是本然而有的，即是什麼？依據「依他起性」，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就看出它「生無自性性」，第三個，是「勝義無自性性」即是「圓成實

性」，這個即是真如，勝義諦，這個勝義諦裏面沒有「遍計所執」，我們所執著的那

些的東西的。「勝義無自性性」。

這個勝義諦是要怎樣？依據「無自性」這種觀，用這種觀然後才可以闢除這種執

著，所有執著闢除之後顯露出這個勝義諦，所以勝義諦叫做「無自性性」。由無自性

這種觀所顯露的那種實性。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嗎？這樣，現在就約，依據「三

無性」來解釋經的兩句了，但是經的兩句，不是，經的四句，分開兩截的，是嗎？一

段就是無自性，一段就是「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他現在分開兩段來

解，分二，己一、己二，己一就約「三無性」來解釋什麼？解釋經裏面說的「一切法

皆無自性。」即是解釋第一段，經的第一段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這一段就依據三

個「無性」來到解釋這一句，這一句。然後，己二，約初後無性，來到釋，約初後無

性，下面有個「說」字，那個「說」字劃了它不要，劃了沒有？這個初後無性，就釋

一切法無生滅等，等是什麼？「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等這句。分開兩段來解釋。

解釋第一段就用三個「無性」來解釋的，是嗎？解釋第二段就不用三個無性解釋的，

用三個「無性」中的兩個「無性」來解釋，「初無性」與「後無性」，「初無性」即

是哪個？你先答我。「初無性」即是「相無自性性」，是嗎？「後無性」呢？後的那

個？「勝義無自性性」。

即是解釋經的後面那一段，就要用這兩個「無性」才解釋得通。現在我們讀己

一，是不是今天聽比較那天明白很多？其實我今天講得更加簡單一些，是嗎？因為怎

樣？你那天已經熏了一些種子進去，熏了種子，但是熏得矇查查(糊塗)那樣，不是很

清楚，今天再提一提，刺激一下，你的種子就出現了，就很清楚了，聽得明白嗎？明

不明白？別的東西就不用重複解，因為最深這一截，全本經最難解就是〈無自性相

品〉，〈無自性相品〉之後，就走入去最難解那一段，一連幾個星期都是難解的這一

段，難解，如果你們自己看，就看不通，講呢？你要找一些教書先生那一類人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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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那些莊莊嚴嚴，嚴嚴肅肅那些人講就一定講不通，要找好像我們那一行出身的，

教書的，看一看就知道你這個人已經明白了，現在，約「三無性」，即是己一了。

解釋經中的四句中的第一句，「一切法皆無自性。」這裏又分三段來解釋，庚

一、庚二、庚三，庚一怎樣？標章略說，「章」字就當什麼？辨旨，主旨，要點，

「章」，標出它的題旨，先簡單講一講，標章略說。然後庚二、就問答廣釋了，釋迦

佛與勝義生菩薩兩個一問一答來詳細解釋，然後庚三，不是己三，改正它，釋已總

結，解釋了，「已」即之後，解釋了之後來一個總結，所以你在這裡讀佛經的人，讀

得佛經多，你寫文章很有條理就是這樣，你看看那些條理多好，每一品好像一篇什

麼？好像一篇那些碩士論文，博士論文那樣組織，你將來詳細的，就整篇很像博士論

文那樣，很有組織的，你可以用表解出來，好像一棵樹那樣，一處連一處，一處連一

處，其實你們在外國讀哲學博士的，在大學處，將它這套東西來整出來，拿個博士都

不錯的。

在美國哈佛大學，有一個韓國人就是研究這些，研究我今日所講的那些，它不

是，它研究什麼？它研究，他現在正在讀博士，韓國人，我見過他一面，他來過多倫

多，你不用，你將圓測法師這一本疏，用現代哲學，加上現代哲學分析它，拿個博士

也不錯。好了，看回這裏，現在就看庚一了，標章略說了。這一段先舉了主旨，主旨

就是什麼？解釋，解釋經裏面所講的「一切法皆無自性」這一句的意義是怎樣，是

嗎？「而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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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勝義生啊！叫一聲

他，「當知」，你應該知道，我，即是我釋迦牟尼是依據三種無自性的，「無自性」

即是空，依據三種「空」的，「空法」的狀況，「無自性」，上面這三個字，是一個

名詞，「性」，這個「性」字是當體性，或者情況，用三種「無自性」的那種

「性」，最後的那種「性」當 quality，或者 state，那樣選的，三種無自性的

「性」，就「密意說言」，即是暗示的，「密意」即是暗示的，不全部講給你聽，暗

示的，即是下面有一些秘密性的，不會全部講給你聽的，或者譯作什麼？有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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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意」，密意兩個字，是一個密意說，這個「密意」兩個字是一個 adverb來的，

不完全講的，我有保留的，保留一些在那裡，有保留地說「一切法皆無自性」。

其實話分三頭，裏面有三種無自性的不同，那種無自性的「無法」有三種不同的

「無」。你們記住，現在學佛的人有兩大執著，要不就是第一種執著，或第二種，第

一種執著是什麼？，執有，什麼都死執有，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無變了，就是這樣

了；第二種是執空，什麼都是空的，什麼都是空的！執「有」問題就少一些，他肯修

行，執有就由得他執有囉！是嗎？慢些，鈍些而已，執空就很危險的，一切都空，是

嗎？所以現在人人都講空，開口又說空，你對人講一下，見到人學佛，你們學佛呀！

你們四大皆空的嘛！很多人都這樣，碰到我切不要這樣講，什麼四大皆空？我就罵

他，你空嗎？你荷包(錢包)就快空！我就罵他。開口就四大皆空，叫那些佛門做什

麼？空門，空門，好像消極的、遁世的，對世界無用的這些人那樣，某某人就遁入空

門了，這樣最不好，執空，他這種人根本不知道所謂「空」，最好，我見到這種人，

以前抽煙最喜歡說，你把手給我，烙一下你的手，你說空嘛！你看看空不空？是嗎？

空你就不要叫痛，呀呀聲叫痛，呀呀聲叫痛即是不空，是嗎？那些人不知道「空」字

的意義。

我依據三種「無自性性」來到密意地說，說「一切法皆無自性」，不是籠籠統統

亂講的。所謂，「所謂」即就是，如果你翻譯做英文 they are，就是，那三種無自性

性就是，就是什麼？第一、「相無自性性」，那個「相」者，體相，「體相」即是本

質，實體，實質，實質是沒有的，無自性性，這些真是沒有的，是嗎？譬如白日見

鬼，飲醉酒，沒有那樣東西就見到那些東西，是嗎？「體」、「相」全無的，那些叫

做「相無自性性」，「相無自性」的那種「性」，那種狀況。

第二種就是「生無自性性」，要由眾緣和合，眾緣聚合然後，即是各種條件配

合，然後它才能出現，條件不配合，條件不夠，它根本就沒有這種東西出現，要條件

配合然後才生它出來的，這樣叫做「生無自性性」，就因為它要條件配合然後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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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它是無自性的那種性，那種東西。第三種，「勝義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

就有兩個解的，第一個解就什麼？這個「勝義無自性性」是指那個「依他起性」，這

個「依他起性」是沒有勝義的，這個「依他起性」，勝義是無形無相的，而「依他起

相」的東西，「依他起性」的東西是有形有相的，所以有形有相的東西，是沒有無形

無相的勝義的。這樣即是「依他起性」，這是第一個解。

第二個解，「勝義無自性性」這個是勝義諦來的，它要用這個「無自性」這種

觀，這種智慧，修這種觀，這種智慧，把一切有形有象的東西完全撇除去，然後才能

夠顯露出來，這個宇宙的本體，這個 reality，就是「勝義無自性性」。聽不聽得明

白？無自性所顯出來的勝義，這是第二個解，這樣兩個解了，現在要用第二個解，不

用第一個解，用第二個解，「勝義無自性性」這個就是本體了，識解未？「相無自性

性」就生安白造的，是嗎？是我們的妄情亂想的，「生無自性性」是現象界裏面的一

切 phenomena，一切條件具備就出現的那些；「勝義無自性性」就是那些所有

phenomena裡面的那個 reality，那個本體，「勝義無自性性」明白了嗎？「勝義無

自性性」我們普通叫它做「體」，「生無自性性」我們叫它做「用」，「相無自性

性」是「體」還是「用」？當然不會是「體」，根本它連「體」都無，那個「用」也

不起作用的，假的，我們妄情推度的，所以「相無自性性」根本就不存在的。但是

「相無自性」的那種東西不存在，譬如我飲醉酒，看見那裡有幅畫，那幅白色的牆，

白色的牆，就叫做「相無自性」，不是，那幅畫，自然就「相無自性性」了，不存在

了，但是這樣，我起幻覺這種這樣的腦力，我的這一種神經起幻覺，我的神經不是不

存在的，我的神經屬於什麼？我們所幻覺到的那種東西，就叫做「相無自性性」。我

們能夠起幻覺的這個神經，或者這個心理是有的，那個是「依他起性」來的，明不明

白？這個要分開。

以上就解釋了，我就是依據三種「無自性性」來說明那個「空」字，〔即〕「無

自性」這個意義的。這樣就把那個主旨講了出來了。然後，問答廣釋了，裏面分二，

辛一、辛二，辛一就是依法正說，即是「法」指義理，依著義理直講，辛二是舉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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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舉出一個譬喻來重新將這個「三無性」的道理重新講一講。現在就是辛一，先依

法正說。依法正說，因為「無自性」有三個，所以依法正說的時候也是分三段了。壬

一，解釋「相無自性性」；壬二就解釋「生無自性性」；壬三就解釋「勝義無自性

性」了。明不明白？今天是不是聽得很清楚？這個很清楚就不關我事的，是你們的

熏，種子的熏習作用來的。如果第三次我再簡單些講，你們就更加清楚了，你或者回

去再讀，再讀之後就合上它，歇一個禮拜之後再拿出來讀，詳細慢慢讀你更加清楚，

這個就是種子的熏習了。現在依法直說。

這是「正」字，「正說」即是直說。分出三段，第一段就是解釋，依據相無自性

來說一切法空。釋「相無自性性」的性。「善男子！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先問一

問，叫一聲他，善男子啊！釋迦佛對勝義生這樣說，「云何」，即是什麼叫做，什麼

叫做一切法中，裏面所有的「相無自性性」呢？下面是答了：「謂諸法」，漏了一個

「法」字，加回去沒有？「謂諸法遍計所執相。」一句。「謂」，那個「謂」即就

是，你翻譯做英文就是 that is，就是，一切法裏面的那種「遍計所執相」是也，「遍

計所執相」從正面說，「遍計」，周遍計較計出來的，本來沒有的，從正面就是這

樣，從反面就是「相無自性性」根本就是體相都無的，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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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句，這一句就比較㪐㩿(艱澀)一些了，不過都很容易解，由於此，「此」即是

這個「相無自性性」，以及這個「遍計所執性」，「此」，這個「此」字是指

「相無自性性」或者「遍計所執性」，這個「遍計所執性」是完全由什麼？

「假名安立」，一個假設的概念，「名」者，名言，假設的一個這樣的概念，

一個 concept，這個 concept是我們從來理論上假設出來，反映我們的腦筋裏

面，我們的意識活動來假設一種東西改一個名，譬如我們見到這個東西，那個

蘇蝦仔(嬰兒)面前，譬如拿這個杯去蘇蝦仔面前，你想他看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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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一餅的，何解？因為蘇蝦仔沒有立體的感覺的，只有平面感覺，至於要有

立體的感覺，就要意識發達，知道有一件獨立的東西，才能有立體的感覺。那個蘇蝦

仔看到一平板的，根本不知是什麼，其實我的手拿著杯，杯與手是兩件東西，但是蘇

蝦仔一看，就好像看影片那樣，一平面的一塊，是嗎？你想想是不是？如果你想看這

些，講得最清楚的，你最好就找本書來看，我又介紹你看這本書，中文本又有，英文

本又有，那個人是誰造的？他是英國一百年，一百多年前的一個哲學家，有人說他曾

經做過主教，說他是主教，基督教徒來的，那個人叫做 Berkeley，Berkeley，

(George Berkeley，1685－1753)中文譯做巴克萊，Berkeley怎樣？他有本書叫做

《人類知識的原理》 (《 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中文叫做《人類知識的原理》，英文叫做 a principle of human

knowledge，好像是這樣，不知有沒有記錯。

這本書你去一定有得賣，你去那間 Coles一定有得賣，可能你就買到，一買就買

到三冊書都說不定，買那三種東西，一冊一冊，一本小冊子，即是一個就是這個

everyman library 有很多種的，有些叫做  pigeon book 裏面，有個 everyman

library裏面有一本 Berkeley的著作，

裏面有三種東西，有兩種對話集，《人類知識原理》，三種東西，如果你是英文

好的，看書其實很經濟，那些細個字的，細細本，可放進口袋的，不是大本就很貴。

譬如你想了解中國文化，看看幾本英國人或者法國人翻譯的英文或者法文的幾本

書，你看完那幾本書就叫做了解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化這麼豐富，而且這個《五經》

裏面，《五經》都未全部譯出來，中國最基本、最原始的文化莫如《五經》，最標準

的，從前的 standard textbook就是《五經》，現在《五經》，《詩經》有人譯了，

《書經》有人譯了一部分，整本有沒有人譯不知道，可能有，《易經》有人譯了幾

本，《禮記》沒有人譯過，現在中國人的所謂「禮」，如果你想看起，不妨將《禮

記》譯了做英文，包你好過拿一個博士學位。《春秋經》就未有，《五經》就詩、

書、易、禮、春秋，《五經》，只有三經有人譯，中國的歷史，二十四史，我所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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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記》有人譯了，《漢書》有人譯了，沒有了，《後漢書》、《三國誌》沒有人

譯，二十四史？現在已經二十五史了，二十五史中只有兩史譯了，現在，尤其是美國

人整日想了解中國歷代的制度，那些大學裏面，哈佛研究所裏面，專門設有幾

research fellow在那裡研究，取資料，研究中國制度的資料，你說那班人拿到什

麼？在哪裡拿？其中有些中文古代的文言，深一些他們都讀不通的，現在那些新鮮博

士，拿來拿去都是那些瑣瑣碎碎的資料，那些很有系統的資料他不能拿到，真正想了

解中國的制度，歷代的制度，除了廿五史之外，還有一本就是毛澤東最擅長的那本什

麼？

聽眾：《資治通鑑》。

羅公：是，《資治通鑑》。

這本東西你應該有人譯嘛！居然沒有英文本，英文本，法文本都沒有，《資治通

鑑》。而中國人讀歷史的那些歷史教員，教高中，教那些，現在香港的 senior

middle school的歷史教員都未讀過《資治通鑑》，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我好幾個

學生，我問他有沒有將《資治通鑑》全書讀過，他說沒有。我未曾問到過一個是全部

讀過的。《資治通鑑》，一部很簡括的，好像日記本那樣，由戰國時期一路記到五

代，還有《續資治通鑑》記到明朝，還有記到元朝，還有《明鑑》再續的，再有，還

有好幾個人續清的《資治通鑑》，現在買，你在香港買一本，影印的，藝文書局的影

印出版的，一冊這麼厚的，《辭源》這麼厚的，全部正，續《資治通鑑》，全部都齊

了。直至到清朝，一冊，很便宜，百多元港幣，不讀，那些人不讀。不過那些字很

小，像芝麻那麼小的字，好像那些放在口袋裏面的《聖經》那樣小的。如果你買大套

的也有，三百幾元港幣而已，大號字了，即是像我這些，比這些小，《資治通鑑》。

這套，譯了它，譯了它。

如果你有錢的，先解釋中國文字，文字很難譯的，很難譯就怎樣譯？不難，你們

個個，我肯定你們坐在這裏的聽眾，肯定至少有兩個，可以譯得到的，何解？《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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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鑑》現在有三個譯本，中國人將文言文的《資治通鑑》譯成白話，有三個譯本，一

個就是現在多倫多有得賣的，你去世界日報那裏有得賣，那間什麼合眾都有得賣，柏

楊(1920－2008)譯的，逐冊出版的，你喜歡買哪個朝代的兩冊就買哪個朝代，可以

分期買都行，幾元，三、四元一冊而已，柏楊譯一套，不過不是他，柏楊不是自己譯

的，他叫學生回去譯，譯了之後略略看看而已。他那能譯得這麼快，幾年之間譯了幾

十冊？第二個譯本，有些人認為柏楊譯得不好，台灣師範大學那些歷史系和中文系的

教授，幾個教授合力去譯，合力去譯，是不是那幾個教授執筆譯？其實不是那幾個教

授執筆，據我所知，都是幾個研究院的那些研究生，那些讀博士那些，讓他們來，我

給你學分，比修什麼有益，開一個 group，開一個 course叫他們讀，實際上讀來叫

他們翻譯這些，考試的時候，照例考一下，兩個譯本，第三個譯本，還有一個我還未

看，我看過兩個譯本，第三個譯本我未看，我看到一段報紙批評它。

說它譯得不是很好，這樣你將這三個譯本買了它，如果你是偷雞的，就買一個譯

本，買台灣大學那套，不是！台灣師範大學那套，那些教授譯的靠得住，而且那些研

究生有一定的水準，不會亂來的，他能夠做博士後他不會亂來的，它已經是白話了，

你將它翻譯做英文就行，是嗎？「楚材晉用」，這樣最好了。如果不懂就找人去問一

下，歷史很容易，譬如你在多倫多，你見到我，問我，我都可以解釋給你聽。

我現在目前手上沒有資料解不到，我都可以講給你聽，你去多倫多大學圖書館找

哪一套書就能查得到了。甚至到中加文化協會找個陳老辰，他教歷史的，找他，他都

可以答到，你可以。還有，如果真正找各種制度的資料的，就應該要找十通，(《通

典》、《通志》、《文獻通考》、《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清

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清續文獻通考》)這套書大了，我看大個

字的大概要用那三個書櫃，小字的我見過有一套，兩個書櫃就能裝得下了，要去台灣

買，或者大陸，完全把中國的制度，連哪一朝的皇帝的車駕有幾闊？車輪的直徑怎

樣？皇后的那件衣服是怎樣都有記載，這麼詳細的，西方人若見到，你翻譯起來他們

見到，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最緊要，十本書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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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羅先生，那套通鑑圖書呢？

羅公：哦！你看就很有用，或者你的兒子看看都很有用，教歷史的教員看都很有用，

但這套書就沒有什麼價值，有時有用就不定有價值的，是嗎？

我們看書，教科書很有用的，但是教科書沒有什麼價值的，有一套叫做《通鑑輯

覽》就怎樣？清朝的乾隆王就很喜歡讀《資治通鑑》，他就覺得《資治通鑑》太長、

什麼都做到很冗長，頭緒很難，文字雖好，頭緒不清楚，就叫那些臣子，翰林院那些

人，那些翰林公，要他們將《通鑑》怎樣？每一件事的主要，主要一件事就要有一個

標題，在一個標題之下，將重要的綱領要寫在那裡，然後將那件東西的內容低一格，

詳細解釋，這是最好的題材了。輯，即是將《通鑑》來整理過，讓皇帝容易讀，《通

鑑輯覽》有得賣，在這裡好像見過有套，買了它！買給兒子們看。你帶來了是嗎？

聽眾：兩套都有。

羅公：清朝的，《通鑑輯覽》，是不是這樣的？我們以前先讀《通鑑輯覽》，然後才

讀《資治通鑑》的，還有一本，最好的，最簡便的，但是沒有價值的，最好

的，叫做《綱鑑易知錄》，這本書真是好東西，可惜不能夠列為有價值的書，

因為它有「易知」兩個字。

聽眾：如果教小學生就最好那本……。

羅公：易知，這個《易知錄》等於什麼英文的什麼？

英文的所謂 abc，即是《綱鑑》的 abc,《綱鑑》是怎樣的《綱鑑》？它將《資治

通鑑》那些不緊要的，它將每一件事，提綱挈領造一個綱，綱領，然後就在下面有詳

細的目錄，譬如講，某年、某月、某日，宋朝的某年、某月、某日，這個高宗殺了岳

飛，就這樣一行而已，這個叫做「綱」了，下面詳細了，岳飛為什麼會被殺？當時秦

檜怎樣專權，怎樣討厭岳飛，如何將他來審，如何審他，他又不肯認，後來經過三幾

個月，然後他都不肯認罪，就臨到年晚，就叫人整死他，殺死他的經過是怎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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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有綱有目，《綱鑑易知錄》，以前那些人，歷史教員就個個讀這本書，讀完之

後就不講給人聽說讀完這本書的，問他什麼？我讀《資治通鑑》，其實他怎樣？讀

《易知錄》，現代，我在大學教過很多年歷史，中國通史我教過，有很多學生，在師

範學院畢業出來，做工要做教員，香港有一種習慣，你教國文，教 Chinese

literature，就必定要你兼教一兩班那些 history，兼 Chinese history的，何解？教

literature要改文，人不能多改幾班的文的，普通最多改兩班文，但兩班文就不夠，

他的薪水，一個 complete的教員他的薪水很多的，要教到差不多三十節的，你教兩

班文最多就教十二節？還有那些是什麼？於是就怎樣？兼教歷史，這樣兼教歷史，但

他根本就不是學歷史出身的，是嗎？這些即是叫做什麼？無狗拉貓食屎，他都不是，

譬如他是中文系出身的，老實講，嚴格講，中文系出身的怎可以教歷史？教歷史的人

應該歷史系畢業的才可以的，但就要這樣，那些人，中小學請教員就是這樣，不然你

就不要做了，那怎樣？一定教的不好的，他根本連中國歷史都不是很懂的，怎樣教

呢？

就臨時看教科書，教科書很簡單，學生哪用你教？學生不就自己看！這樣，這樣

你一定要很詳細去講給他們聽，好像講到很有趣味的，把那件事的原原本本講的，那

就怎樣？起碼學生問我，我就介紹它兩本書他看，一本《綱鑑易知錄》，一本文言

的，第二本就是那套，旁門左道的，就叫他看這套叫做，這套書好，這套書認真好，

現在大陸的人讀中國歷史就讀這一套了，《歷朝通俗演義》(《中國曆朝通俗演義》

蔡東藩)，這麼大套的，由漢朝，由秦始皇那個時代一路講到民國，講到民國北伐成

功為止，以後就有沒有講了。但是這樣，很多通俗演義的書，不看它的不行的，這個

作者姓蔡的，這個老先生一世人，整世人都摸《資治通鑑》與《二十四史》的。

聽眾：不知誰借了一套，不見了一冊。

羅公：什麼？

聽眾：不知哪個學生借了一冊不還。

羅公：買過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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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沒有一冊的。

羅公：有。

聽眾：現在有一冊賣嗎？

羅公：蔡東藩造的，這個老先生，是他造的，他這個人一生人幾十年都是專門研究

《資治通鑑》與《二十四史》，他就將它來通俗化，寫成章回小說，全部都是

《二十四史》與《資治通鑑》裏面有的資料，但是有些是他加的，加什麼？

譬如劉邦，漢高祖與項羽對答，講話，講話自然主要句子就是從《史記》裡，

《漢書》裡拿的，但是將它來點點染染化成白話，當時就是那些不同，那些不要緊，

而且香港這套書你可以分期買的，大陸你去三聯書局、商務印書局、中華(書局)都有

得賣，裡面分很多套的，這裏都有得賣，我在那裡見到，好像在新華都見過，在龍城

樓下的那間新華好像都有一部分，不齊，它裏面分作什麼？《前漢通俗演義》逐套買

的，《後漢通俗演義》、《兩晉通俗演義》、《南北朝通俗演義》、《隋唐通俗演

義》、《兩宋通俗演義》、《元朝通俗演義》、《明朝通俗演義》、《清朝通俗演

義》、《民國通俗演義》白話的，不過那些白話是很接近文言的白話，不是很白的白

話。你如果是教中國歷史，教西方人，最好買這套書，你不要告訴他們，你說我的資

料是《資治通鑑》與《二十四史》的，我現在融化了來教你，教西方人最好，你去美

國教授，私人講授中國歷史，最緊要講不要拿出來，為什麼呢？羅先生，為什麼你教

我這樣壞事？不是壞，你是善利用它，你工作，是嗎？不是教你偷東西，因為你講出

來，譬如你教西方人：我這套東西水平很低，這套東西只是〔簡略〕而已，對你固然

沒有好處，對他也沒有好處，他那些東西原來都是低水平，他都不跟你學，是嗎？或

者就算跟你學，他都看輕你這些。是嗎？所以有時這些就是所謂什麼？權宜之計。

我講回這裏：「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這裡已經講了。「此由假名安

立」，「假」就是假設的，「名」就名稱、概念，這個「名」字包括什麼？英文裡的

word，word，word，以及什麼？concepts，都是假設的，假設的詞類與概念，

「為相」，為它的本質，即是它的本質不過就是一個概念，一個假名而已。「非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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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安立為相，」並不是，並不是有它自己的本質，然後替它安立一個名稱，它沒有本

質的，完全是一個我們虛構的概念而已，這個「相」字就當體質解、本質解，假名安

立為它的本質，並非是由它的自相安立，並非有他的自相，「自相」即它自己本身的

體相，並非它有它自己的本質，做它的本質的。因為這樣，「是故說名相無自性

性」。所以我改個名，說它是什麼？連體相都沒有的那種。識解了？好了，我們休息

一下。這裡你們不要貪快。

看這裏，他的國文程度就看不通，因為佛經裏面的國文與普通國文是不同的，看

不通，那麼怎樣呢？沒有辦法。好了，我現在就利用中國人的那種崇洋的心理，崇拜

外國人的心理，西方人都說它可以的！好了！這本是西方人都說它可以的！而且這是

世界有名的研究般若學的學者，研究般若學的學者不在中國，一流的中國(般若)學者

不是中國人來的，中國人一個都沒有，亦不是日本人，而是 Edward Conze (1904–

1979)，最好了，他都這樣說了！而且他的就是最基本的，他不會錯，有個好處，西

方人很小心，取資料會很小心。就介紹這本書給他。如果真正是很精的義理就不是

的，很精的義理的在《解深密經》那裡。但你們這些人，譬如我講，你看《解深密

經》，第一他又看不懂，第二他們未必會來聽，第三，講到修止觀那一品，我未必在

這裏講。要怎樣？下一品，〈分別瑜伽品〉然後才是講修止觀，而且它講修止觀講得

太深，所以還是，如果你們英文過得去的，還是……

我老羅可以教你，但我講佛經可以不收費，但叫我教你讀《易經》我就非錢不行

了，是嗎？這樣，我要收你這麼多錢一小時，你又未必覺得我老羅值那麼多錢一小

時，你就不肯學，你就去書坊鋪那裡想買來看，你不知看什麼好，一看《周易》，好

像占卦那樣，肯定你一定會找到二十種，別的找不到，找講《易經》的，可能找到十

幾二十種，你都不知到哪一種是對的。《易經》的流派那麼多，你都不知道由哪個門

口入才對，結果你可能做三、四年，都是得到矇查查(不清楚)，是嗎？如果告訴你，

你不要去多倫多的書坊鋪買那麼多了，不如去一間 Coles，或者一間什麼找兩本西方

人的翻譯的去看看，這條路，他如果這樣又會好的，何解？因為西方人他願意，有好

21



幾個的，譬如西方人翻譯《易經》的，最初的幾十年前，一百年前，不夠一百年，如

果他不死這個人已經一百多歲，那個人叫做 Max  Müller  (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大家聽過他的名字？如果你講中國哲學的， Toronto

University  有一套書叫做《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有一套叫做《東方聖書》，裏面第 1、2冊就是什麼？《易經》

了，《易經》了，誰譯的？Max Müller譯的，馬克思·穆勒，不是共產黨的馬克思，

馬克思·穆勒譯的，那篇〈序〉世界有名，他譯那本書的時候，那篇 introduction，

那篇東西是世界有名的。德國人，Max 是德國人，在英國的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做教授的，這樣，他譯過。

除此之外，另外又有一個英國人又譯過一本，還有就是日本人，有一個叫做高

橋，高橋又譯了一本，《易斷》，很詳細的註解，世界上很有名的《易經》的註解，

高橋，(《高島易斷》)。日本人就好精明的，他們每出一本書，他找人替它翻譯，或

者它自己識英文翻譯，翻譯了之後，找一個英文很好的人，叫他替他修辭修飾，就將

英文本與日文本一齊出版的。所以日本有很多佛學家，好多中國哲學家世界很有名是

因為怎樣？一本書他譯了英文本，高橋(高島)氏他本身就不是很識英文，他的英文比

我也許好一些，但他好像你們差不多的，但他就寫一本英文的《易斷》，(《高島斷

易》高島吞象)很好，譯得很好，世界上講《易經》講得最詳細就是莫如這本書，日

本人做事很徹底的，日本人雖然與中國人好像仇敵那樣，但是日本人做事我們可以很

佩服的，很徹底，他有英文本，現在有得賣，他又有一本了。他又翻譯了。

我的朋友韋達，又譯了一本《易經》，《周易疏義》，我說他這本不錯，它不

錯，為何說它不錯？它將整本高橋(高島)《易斷》的精華全部吞下去，用很流利的英

文寫出來，哪裏有得賣？你去香港，去香港有兩個地方你可以買到，一位兒科專家叫

做韋醫生，韋醫生，Wei,Wei ,doctor Wei,韋醫生，他的醫務所處有得賣，兩套書那

裡有得賣，他譯了兩套書，一套《易經》，《易經》的詳細注釋，《周易疏義》，疏

義這個名我替他改的，還有一本就是《成唯識論》，兩本。如果你不去那裏買，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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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第二間買，九龍廣華街，廣華醫院旁邊附近有條廣華街，有間叫做廣華書局，廣

華書局有得賣，280元港幣，那本是《周易疏義》，「疏」就注疏的疏，「義」理的

義。他將《高橋易斷》(《高島斷易》高島吞象)的精華全部吸收了，再參考一下其它

世界上那些人對《易經》的講法，他那本不錯。但是這些好的書，你在多倫多買不到

的，買不到的。

多倫多有幾本可以買到的，有得賣，我見過，一本是教人占卦的，又很奇怪的，

中國人學易經的教授，識講《易經》卻不識占卦的，那位西方人，英國人叫做……，

曾經在北京學《易經》學了八年，講得一口很好的國語，他講的國語是標準的北平

話，我們差很遠，都比不上他，他一路學《易經》，一路學講中國話。它識中文的，

他那本是專講《周易》的占卜法，他一世的享受不知多少，他自己講的，我認識他

的，他說，我收了很多版稅，何解？它幾十萬冊翻版，十幾萬冊，不是幾十萬冊，翻

版十幾萬冊，每一冊付給他一、兩元港幣，一萬冊三幾萬，十幾萬冊就三、四十萬，

他靠兩本書收版稅來退休，退休之後主要的收入就是收版稅。是英國的麥美倫圖書

館，很高傲的，你沒有一定名氣它不替你出版的。等於中國的商務印書館一樣，你普

通人給它一本書出，它不替你出的，叫做麥美倫圖書公司出版的。有得賣，我在咸美

頓，在Hamilton那裡看到一本，他造的，教別人占《易經》。正宗的占卦，所謂文

王卦，數過五十支竹籤的，就是他那本了。

聽眾：有沒有書名？

羅公：書名？它的書名叫做？我又不記得了，《易經》它就做《 I ching》，《 I

ching》，什麼《I ching》，後面我不記得了，他的名叫做……教你占卦的，

如果簡單的，我都可以教你了！如果詳細的，學它那樣分開一格格的，整一個

盤的就比較麻煩些，簡單都可以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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