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是這樣就好了。就是這樣而已！以為真是有「術」嗎？他用氣，不過他

用手練的多，手就好像有一道力那樣的，隔幾吋遠那樣，覺得有一道力那樣處

走，可以的。那些醫病的就是這樣，隔著替你醫風濕就是這樣。以前有一個道

教徒，白蓮教徒，在河南省做田賦署長的。他來廣東，來廣東，那時候行政院

搬了過來廣州市，閻錫山(1883－1960)做行政院長，河南省的那個田賦署長來述

職，那些人就介紹他找我坐，找我坐就說，他說，我對於佛學的見解如何如

何，對不對的？我想你看看我哪一點不對的就告訴我知道。因為我是靠自修

的，我不是……

我三代都是白蓮教徒。他就講給我聽。我也指正一下他。然後我說，我與你交

換，你有幾套東西，法術，你就教我，你佛學有什麼不對我又告訴你，可以嗎？他

說：可以！可以，他就教了我三套，一套叫做神仙掌，現在那個咒我都不記得了，神

仙掌。神仙掌是怎樣？是這樣的，都要很辛苦練的，十五有月亮的時候，十三、十

四、十五的時候，凡是有月亮最好都是坐在那裏，對著那個月光，對著月光集中精

神，想那個月光有很強的力量，就用這隻手，好像一把劍一樣，指著那個、指著那個

月光，眼定定望著，就想，我手的那道力，去那個月亮那裡吸它那種叫做宇宙間的先

天元氣，將它吸進來，吸進來一路走、走、走進去，我呼吸的時候就跟著我呼吸落丹

田，那道氣儲藏在丹田，好像那些核子力量那樣儲藏在丹田處，一路這樣呼吸，一連

做四十九下，休息一會，又做四十九下，朝早太陽初升的時候又對著太陽，又是這樣

去取太陽的氣，這樣……

聽眾：這樣一次呼吸算一次嗎？做四十九次？

羅公：是，最少四十九次，其實五十次也可以。執著，這些是遍計所執，一定要做四

十九次。他說是七七四十九那樣嘛！那些宗教家。這些都是遍計所執，不過有

道理，七是最圓滿的數，為什麼七是最圓滿的數？你試一下，你找，你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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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你找七個硬幣，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聽眾：夠不夠？

羅公：六個，夠、夠、夠，七個，將它排一起，緊貼的！一朵梅花那樣，黐合的！放

八個就不行的，六個也不夠的，七個圓，是嗎？只有七才可以，圓是最圓滿的

形，柏拉圖說一切圖形中，圓是最完美的。

聽眾：七嘛！

羅公：什麼？他說，這七個最圓滿的東西組成，他說，所以七是最圓滿的數，柏拉圖

講的。七是最圓滿的數，又對的！難為他想得到。所以那些宗教家都是用七。

中國未曾有佛教，未曾有道教的時候《易經》說，是「七日來復」，如果流行

性感冒如果它會好，不食藥，七天就好了，流行性、普通的流行性感冒七日，

你醫治它也要七日，你吃什麼藥都要七日然後才復原。《易經》：「七日來

復」，《易經》的復卦。這樣《易經》早就說它周文王時代，最遲都是孔子差

不多的時代，「七日來復」。即是七日就恢復了，

聽眾：一個禮拜又是七日。

羅公：一個禮拜又是七日，對呀！

希伯來人又說上帝造宇宙，也是做了六日，第七日休息，是嗎？也是七。柏拉圖

是希臘人，柏拉圖的時代，耶穌都未出世，柏拉圖就說世界上一切圖形圓是最圓滿

的，而七個圓拼埋，就是一個最圓滿的數。這樣所以用七。你這樣漸漸地久了，就會

熱，熱就記住了！當你發熱的時候，就會遇著這種東西，這種東西你真的要找師傅，

真的不要用武火，如果有人想試，你聽我話就不怕的，那道熱力不在丹田處起的，在

會陰那裏起的，那個叫做「海底」，叫做 bottom，「海底」，在那裏起，忽然間熱

就像火燒那樣，但是不痛的，啊！很熱的，一路一條柱那樣，直上，直上會到頂的。

那些會出神的，會出的，那種力叫做什麼？叫做 Kundalini「軍荼利」，Kundalini

你去，西方人都有學這些的，我去書坊舖處買 Kundalini yoga，有，有得賣。這裏

都好似有一本，《軍荼利瑜伽》，Kundalini，中國人譯做「先天元氣」，梵文叫做

Kundalini，英國人將他譯音譯作 Kundalini，有人以做什麼？「靈熱」，我不是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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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什麼？《靈熱成就法》，修那種靈熱，又叫做「拙火」，「拙火」，「靈熱」、

「軍荼利」，Kundalini、「先天元氣」，都是那種東西。在「海底」那裡起，一路

直 的，如果剛剛這樣 的時候，一窒住在這裡……飈 飈

聽眾：窒住個心臟會死的。

羅公：是呀！頂住個心臟會死的。有可能的！會死的。一會，漸漸去到，這件事，你

說我毀謗都無所謂，說有些他會走了，無疾而終了，我有一個朋友就是學西醫

的，他說無疾而終？血管爆了！腦血管爆，死了！說是無疾而終，實在那道力

鼓爆了腦血管就死了！他說，所以老人家不要做這些東西。

聽眾：人家有些無疾而終，預知時至嘛！怎說他爆血管？

羅公：他說，那個醫生說爆血管，他說他坐在那裏，有些人說就這樣走，他真是這樣

走的。那道靈熱一路上，上、上、上，忽然間，啪！鼓一鼓，它就會走了出

來，好像一道光明那樣，飛向，觀想那阿彌陀佛在那裡，他就接他了。至於會

不會真是去到？那些就你研究了。我知道那些人就是這樣的。就是這樣而已。

好了，講了這麼多，講回這裡。這樣，現在講到這裏，就已經講了，是嗎？先講

什麼？他現在先講根據那個「三無性」，然後才能解釋一切諸法皆「無自性」，即是

空，所謂一切諸法皆「無自性」就是叫做空，空有三種不同的空，一種就叫做「相無

自性性」，就是「體」、「相」都無的，虛構的；第二種是「生無自性性」，眾緣和

合而生的，它不是有自性，第二種，即是幻有，不是全空；第三種就是「勝義無自性

性」，不是空的，實有的，既實有，何解又叫做「無自性」？他說要修空觀，修「無

自性」這種觀，「無自性」這種觀，我們的智慧，什麼都「無自性」、「無自性」、

「無自性」，全部自性，一切的有自性的，有東西的這個概念的全部空了它，全部那

些名言、那些概念完全空了之後，忽然間就覺得完全沒有了概念那樣，那時，不是空

的，那時就知道當下的那個就是宇宙本體了。出現了，那個就是本源佛性了。

《楞嚴經》叫做了「妙明圓心」，六祖叫它做「本源佛性」，又叫做「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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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就是這個東西了。即是「圓成實性」了。就要用「無自性」這種智，這種觀智來

顯露它出來的，「無自性性」之所顯故，就叫做「勝義無性」，這個不空之「空」，

妙有來的，這個不是空的，真空不空，這個真空不是空的。他說，我所謂空就是這三

種不同的空法，即是一種是完全空，一種是幻空，一種是什麼？不空的真空，三種。

講完了，這樣就講完。這樣那天就講完了。他用譬喻了。今天，現在有個 break，一

會放完 break之後就讀一下那個譬喻了。講者，倓虛和尚、定西法師、茂峰和尚、融

秋和尚，寶靜法師統統在那裡出來的，他們那些人講經是怎樣的？諦閑法師 (1858-

1932)講經，今天講了兩章，好了，你們三十個學生，三十支竹籤在那裏，明天早上

一來上課，他老法師說：你們個個昨晚看過了？拉一下，你講第一科，你講某某名，

請你講一下，大家來聽。他講完之後，大家說它哪一點漏了，哪一點錯，指它出來。

但諦閑法師自己不動的，他講了一次，第二課他不講的。好了，第二堂之後，好了，

今晚你們回去，先看明白，明天講。看了之後，第二天他老法師就講了。又再說：今

晚看熟它，明早又來，他拿著那些籤筒來抽籤。那些人最怕他抽籤，有些人一連三次

都抽中他的。

聽眾：這樣就好！

羅公：什麼？

聽眾：好呀！

羅公：那些人很怕的嘛！

聽眾：逼他成功。

羅公：逼他成功，是呀！所以寶靜他們都這樣了不起！倓虛和尚那樣了不起！這樣

熟，他無辦法，幾乎要連那些註解都念得很熟。是有辦法的，好了，先放

break。就是這樣了，現在他用譬喻了。現在是辛二了，是嗎？是不是辛二？

聽眾：是。沒有錯。

羅公：舉喻重釋。即是用譬喻了。

就分三點，第一，壬一：解釋這個用譬喻來解釋「相無自性性」，第二，用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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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釋「生無自性性」；第三，用譬喻來解釋「勝義無自性性」。你看，壬一，釋

「相無自性性」。「善男子！譬如空花，相無自性性，當知亦爾。」一句。他說：

「善男子，叫一聲他，他說，好像我們，空中是沒有花的，但是如果你眼花，眼有

病，就見到好像空中有花，神經錯亂見到空中有花的，根本空中就沒有花的。這個所

謂「遍計所執性」、所謂「相無自性性」猶如空中花，亦可以說猶如水中月，猶如鏡

中花。好了，來到這裏，我就要講一講給你們聽了。空中無花，你現在覺得它有花就

是「遍計所執性」，水中的月，鏡中的花是不是「遍計所執性」呢？抑或是「依他起

性」呢？你回答我。

聽眾：兩樣都是。

聽眾：不是。

羅公：什麼？你說「依他起性」？是嗎？

聽眾：兩樣都是。

羅公：兩樣都是？他了不起。何解？

水中見月，你以為它真是月就是「遍計所執性」，以為水中月，你如果了解，這

個根本就不是月，這是那些光線反映在我的眼球裏面而起這種現象而已，你如果這樣

了解，你所了解的水中月，就是「依他起性」，明白嗎？如果你知道，這個都是「圓

成實性」，是這個真如呈現的東西，這個真如就是「圓成實性」。明白了嗎？即是水

中月有「遍計所執性」、有「依他起性」、亦有「圓成實性」。是嗎？鏡中花也是一

樣，明白嗎？他這裏用空花，空中的花。壬二，用來譬喻這個「生無自性性」了。

「譬如幻像，生無自性性，當知亦爾」；什麼叫做幻象？不是無，但是不是實。

例如什麼？那些人在那些空曠的地方，在海洋見到有海市蜃樓，見到海上面有什麼？

有些地方有車、有馬那樣，見到有這些東西，你說它沒有嗎？確是有的！是幻象但不

是實，有而不實，這樣，如果你執著，那些蠢的人就執著，磕頭、拜，這些是神仙

了！這個人是蠢材，因為何解？他「遍計所執性」，執著以為它是神仙，如果你是一

個懂得的，讀過一下書的，這是什麼？那些光線的迴光，折光、折〔射〕成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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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真是有這些東西，這個就是「依他起性」，你了解這個宇宙森羅萬有，是由這個

本源的真如呈現，無靡不備的，知道這個是真如，這個「圓成實性」。單是這個海市

蜃樓都已經是有這「三性」的。做夢，譬如你現在做夢見到個神仙，你說它這個是什

麼性？「遍計所執性」，啊！我問你是不對的，你今天才來。你吧，「遍計所執性」

抑或「依他起性」？做夢見到一個神仙。

聽眾：「遍計所執性」。

羅公：如果你真是執著這是是神仙報夢，神仙是「遍計所執性」，是嗎？但是那個夢

境，這個夢是「依他起性」，何解？因為你食得大頭菜多，食得炒花生多，腦

筋熱，這樣你就起夢了，那些緣，眾緣和合，就做這個夢，夢就是「依他起

性」。明白了？

好了，譬喻你有……你就知道了，一個夢有三性。譬喻你有個黑黑的，一進去見

到一團黑黑的就以為有鬼了，實在就無鬼，這個鬼，你以為它是鬼，那個鬼是「遍計

所執性」，但是你覺得有鬼的這種「覺」不是「遍計所執性」，這是「依他起性」，

常常那些人見鬼都是這樣，自己嚇自己而已。我有一次我就幾乎被它嚇到，我不是自

己嚇自己，我真的被它嚇到，廣州市小北有間叫做白雲庵的，白雲庵是莊房(義莊)，

中間有和尚住的，旁邊圍繞的是停棺材的莊房，很好收入的。你不要以為一間這種的

廟，莊房就怎樣？一間和尚寺，在中間圍繞旁邊有二、三十間房，每間房停一副棺材

在那裡。

聽眾：那些叫做義莊。

羅公：好的，普通的十元錢一個月，好些的三十元一個月。死人的棺材，放棺材的那

個廳納租，幾十元一個月的！那些有錢的，整得很靚，有些擺一套酸枝 椅進枱

去，真的把酸枝 椅擺在那裏，很靚的！那些棺材在那裡，有些這樣的，很靚枱

的。不是那些好像四塊半版那些，有些棺材很靚的。

聽眾：四塊半版那些就不會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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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我就走去那裡，與一個人，一個和尚一起，那個和尚是那間寺的淨心和尚的徒

弟來的，出去一路聊天，在那裡飲水飲得多，要走去廁所，要經過，小便就不

用，大便就要經過莊房後面才有大便廁所，吃得東西多，肚痾(拉肚子)，他帶

我去廁所，行過那些莊房就看看，誰知看到那些紙人會動的！真是動的！

那些靈前左右兩個，一個妹仔(丫環)拿住煙筒來裝煙，那邊就拿著焗盅來捧茶，

那些用紙來造，整個人那麼高的，那些丫頭呀！會動的！那些丫頭，快些窒了步，汗

都 了！一下出來，看真些，原來是那隻貓在下面！它即是那個丫環下面不是有個座飈

紙紮的？下面通的，那隻貓鑽了進去，見到人來，那隻貓就走，走時，上面那個東西

就會郁了，看定眼，為什麼會？那個和尚，到底那個和尚他在這裏住過，他就沒有那

麼驚恐，不會的！那有鬼？原來那隻貓嗷嗷叫走出來！嘿呀！這樣當時見到它時以為

〔有鬼〕就真是「遍計所執性」了，後來看清楚，原來有隻貓，假的，這個是「依他

起性」了，「依他起性」是幻有。

譬喻幻象，「生無自性性當知亦爾」。「亦爾」即也是一樣，我們應當知道，所

謂「生無自性性」也與幻象一樣，有而不實，即是幻有。「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當知

亦爾。」這句最難解，因為「勝義無自性性」是兩個解法的，一個解法，「依他起

性」又叫做「勝義無自性性」，因為何解？它的「勝義無」，是當「無勝義」的，

「勝義」的無，那個即是「無勝義」的那種「性」，「依他起性」裡面就無勝、「依

他起性」的實質就是勝義，但是那個形相不是勝義來的，是「無勝義」。

好了，壬三，釋勝義無自性性了。「譬如虛空，惟是眾色無性所顯，遍一切處；

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當知亦爾，」這個譬喻最好、最容易明了，他說，「譬如虛

空」，我們說，這間房裡有個「虛空」，你講而已，你見到過虛空嗎？無人見過虛

空，你見到虛空未？譬喻，你不能說未見過虛空，虛空就沒有的，他說，「譬如虛

空，惟是眾色無性所顯，」「色」即是物質，我們這個虛空是被物質塞滿的，完全沒

有東西了，都有一些氮氣、氧氣的，那些物質都是完全壓住的，你想了解那個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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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了解不到的。要怎樣？「眾色」，所有物質，這個「色」即是material，所有那

些物質，全部那些物質都沒有了，那個時候虛空就出現了。但是我們除非你在實驗

室，實驗室也實驗不到那個虛空出來的，你看，你說虛空？你說這個房裏面有虛空，

房裡四面有牆，是嗎？中間有很多塵，又有很多氮氣，nitrogen是嗎？氮氣；還有

什麼？oxygen，很多氧氣，塞滿的。那裡有真虛空給我們看？但你不能說沒有虛

空，這個真如也是一樣，整個宇宙到處都是真如。

但是被那些什麼？「色、受、想、行、識」全部都塞滿了，我們根本就看不到真

如。那要怎樣？初學加上知道那個真空，要怎樣？要在實驗室裏面，一路抽空氣裡面

那些氮氣、氧氣全部抽干淨，抽到剩下一個桶裡面，那就是真空了。那些真空，你就

說這個就是虛空了？這是虛空的一部分而已！真正的虛空是無邊無際的，茫茫太空，

你怎樣抽？抽清壇城世界，人都沒有了，就要怎樣？這個虛空就要用智慧去領略了，

這個真正的太空要用智慧去領略的，領略要怎樣？所有物質、一切物質都無，完全沒

有了物質，那個就是虛空，太空。但你事實又不可能的，那個真空只是在實驗室裏面

造一個桶而已。這個真如是怎樣？根本你們見得到、摸得到的都不是，一定是什麼？

「眾色」，所有物質全部沒有的！怎樣才可以無？沒有辦法的，就要怎樣？科學家要

實驗室，佛家用什麼做實驗室？

修止觀，靜坐，靜坐的時候，我現在靜坐了，本來見到很多顏色，很多聲音，我

全部撇除了，全部沒有了，即全部隔絕，很像科學家抽真空，全部抽空那些東西，當

我坐在那裏的時候，已經抽了很多去了，漸漸地調整我們的呼吸，調整我們的心，其

它東西不想、不想那樣，我們有沒有貪心？有沒有貪、瞋、癡？這些是煩惱，不要、

不要！排除它、排除它，不要！空了它，又少了一些了。漸漸地，沒有了，還有一個

「空」，最難搞了，還有個「空」在這裏，而這個「空」字、「空」的概念都要排

除，最難排除了。連「空」的意念都排除了，那就真是「眾色無性」了，什麼都沒有

了，那時，那個真如自性就顯露了，好像完全吸去其它的東西之後，真空就顯露了一

樣。明不明白？這個譬喻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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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虛空，只是所有物質全部都沒有了的那種狀態：「眾色無性」，「眾色」都

沒有了的時候的那種狀態，那種狀態就顯露，才能顯露那個虛空出來，真如虛空出

來。你讀到這裏就知道，為什麼一定要修止觀？你不修止觀，即是你不在實驗室裏面

把那些東西完全抽出來，「眾色無性」所顯的真如你就看不到。一定要在止觀裏面，

在止觀裏面抽空那些名言，聽不聽得明白？那時的那種「眾色無」的那種狀態，顯露

出那個虛空，這個真正的虛空會怎樣？「遍一切處」，「一切處」，「處」就

space，即是空間，任何一個空間，那個空間，任何地方、任何空間都有這個虛空，

真如亦是一樣，無處無真如，這樣，這就是「勝義無性」了，他說：「一分勝義無自

性性，當知亦爾，」一部分的「勝義無性」應該是一樣的。何解是一部份？「勝義無

性」斬開兩截的嗎？不是，因為「勝義無性」有兩個不同的解釋，是嗎？一個即是

「依他起性」來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圓成實性」，這個「一分」就是真正的「圓成

實性」，也是一樣要這樣顯露。何解「眾色無性所顯」？虛空是要「眾色無性」所

顯，何解這個「圓成實性」、這個「勝義無性」又要所有一切都無才能夠顯露呢？

下面解：「法無我性之所顯故，遍一切故。」即是說，這個真如就要我們修什

麼？修空觀，「無我」即是「空」，「無我性」即是「無我」的觀，「無我」有兩

種，「無我」即是空，意義有兩種，一種是「人無我」，小乘人修，人，即是我們眾

生，是什麼？都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和合而造成的「依他起性」來的，沒

有一個實的「我」的，這個「我」是獨立的主宰叫做「我」，沒有的。或者你可以這

樣看，所謂我們的生命，那個「人」，是十八界做緣結合而成的，根本就沒有這個獨

立的主宰，沒有「我」的，即是這個「我」是空的，這個叫做「人空」，「人無

我」，「人無我」又叫做「人空」，又叫做「生空」，何解叫做「生空」？

「生」者眾生，眾生是「空」的，「生空」。「法無我」又叫做「法空」，不止

人是無我，「法」者東西，一切東西都是一樣，都是眾緣，除了「圓成實性」之外，

一切東西都是眾緣和合而成的，都沒有實的主宰的，「法無我」。好了，來到這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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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問了，「法」字包含一切現象，一切現象固然是無我，但是「法」也包含真如

的，然則真如也「無我」嗎？答案是怎樣？答案是這樣：真如就要離開一切概念所顯

露出來的，既然這個一切概念都撇除了才能顯露，即是用概念的不能夠代表了，你說

它是空，你說他是有我，又是一個「有我」的概念，你說它「無我」不還是一個概

念？所以真如你說它是怎樣？非有我、非無我，什麼叫做「非有我、非無我」？不能

用有我，這個「我」字來代表它，亦不能用「無我」這個字來代表，凡是用 concept

來代表它都不對！用名言代表的都不對。所以真如不能說有我或者無我，你一定要講

就怎樣？勉強來講都說它是無我的，非有我、非無我嘛！都算是「無我」吧。而且真

如是遍一切的，無乎不在的。既然是無乎不在的東西，就不能用「我」字來表示，何

解？用「我」字來表示，即「我」之外一定有「非我」了？真如是遍於各處的，

「我」與「非我」都是這個真如顯現的，怎能說用那個真如，說那個真如是「我」

呢？所以不行的。聽不聽得明白？真如不能用「我」來代表它的，因為那個「我」是

相對的，「我」一定與「非我」相對，我、你了、他了，是嗎？你說真如有「我」，

豈不是真如有限制了？但是真如無限制的。所以不能說「我」，不能說「非我」。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真如也是「無我」。即是一切「依他起性」的現象界固然

是無我，連真如都不能說有我。關於這一點，我在《唯識方隅》那裡已經講得很清楚

了。好了，他說，這個真如，這個「圓成實性」亦即是「勝義無性」，就是「法無我

性之所顯」，我們修觀，修空觀，修這個一切法都無我，一路無我，無我，無、無、

無，無到極的時候，所有名言概念一沉沒的時候，那「圓成實性」就顯露出來了。就

是這樣解，那時就不空了。聽不聽得明白？你要慢慢才明白了，聽不聽得明白？好

了。

聽眾：羅公，「一分勝義」的「一分」是什麼意思？

羅公：「一分」是嗎？「勝義無性」就有兩個解法的，一截就當「依他起性」來的，

一截當「圓成實性」解，現在要這一部分，「一分」就是一部分。

聽眾：一部分是「遍計執性」，又有一部分是遍計……

羅公：一部分是「生無自性性」，亦叫做「勝義無性」，即是「依他起性」也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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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義無性」，不要這部分的意義，只是要這部分，要「圓成實性」這部分的

意義。

聽眾：撇去「依他起性」不計的，是嗎？撇去「依他起性」不計。

羅公：不是，「勝義無性」這個意義是兩個解釋的，兩部分解釋的，一部分解釋是

「依他起性」叫做「勝義無性」，因為「依他起性」裏面，「依他起性」就無

勝義的，叫做「無勝義性」，但是另外一部分的意義，就是那個「圓成實

性」，那才叫做「勝義無性」，現在只要這部分意義，不要「依他起性」的那

部分意義。聽明白了嗎？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是呀，這裏我明白，上面一截是「生無自性性」，又是有一分「勝義無自性

性」……

羅公：「生無自性性」又名叫做「勝義無自性」嘛！

在這一個意義，不是將「勝義無自性性」斬開兩截，而是意義上，「一分」當一

個意義，「勝義無自性性」的一個意義，即是所謂「勝義無自性性」這個字，如果你

寫一本字典去解釋「勝義無自性性」，你要說「勝義無自性性」有兩個解釋，一個就

等於「生無自性性」，因為「生無自性性」是沒有勝義的，所以叫做「勝義無自性

性」，這個就是「勝義無性」的一部分的意義了，即「一分」的意義了；另外一個解

釋，另外第二部分的意義，是指那個「圓成實性」，無乎不在的「圓成實性」，是要

怎樣？要用「無自性」的觀，用這種觀完全撇除了一切概念、名言才能顯露的，就叫

做「勝義無自性性」。那個解釋不同的，第一個解釋是「依他起性」是「勝義無自性

性」，即是「依他起性」就沒有勝義的那樣解，「無勝義性」。

第二個「圓成實性」是「勝義無自性性」，就要怎樣？這是「勝義」來的，這個

「勝義」要靠「無自性」的那種觀才能夠顯露出來的，所以這個「勝義」是「無自

性」的觀所揭露之實性那樣解。這即是說，這個「勝義無自性性」有兩個

meaning，兩個意義的，現在不要那個意義，要這個意義，要第二個意義。聽不聽

得明白？你說：為什麼這樣？很難講的！一個字有兩個意義的，你讀英文都有很多，

是嗎？這樣就用三個譬喻來譬喻這個，「法無我性之所顯」「法無我性」指那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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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我」的那種觀所顯露出來的，那種觀的智慧，「遍一切故」，無乎不在，遍於

各處都有它的。明白了？「三自性」一明白，別人講空，怎樣「空」法你就明白了，

別人講「有」，你又知道。所謂「有」者，「遍計所執性」就非有，「依他起性」就

假有，「圓成實性」就即是實有。31頁講完了。

我們看一下 32頁：它這裡總結了。釋已總結，庚三。「釋」是解釋，解釋那個

「三無性」，用「三無性」來到解釋「一切法皆無自性」的這句話，解釋了之後叫做

「釋已」，「已」即是之後，釋了之後就總結了。結束這一段了，結束了一半而已，

「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解了這一句而已，「一切法皆

無自性」，結束了這一段。結束了這一句就解後面了。再解後面那一段了。「善男

子！我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明白了嗎？我所

講的「空」原來就是如此，「善男子！」我依據，「如是」即是這些，這些什麼？三

種「無自性」的性，三種「無自性」的那種性質，就「密意說言」，即是有保留地，

不完全講給你們聽的，我就說「一切法皆無自性」，一切法都是空的。所謂「空」不

是這麼籠統的、一腳踢的(籠統地包括)，以上解釋了「一切法皆無自性」了。你讀到

了這裡之後，以後希望你就時時都讀一下這本書，你對於別人講空，你就明明了了，

別人滿口講空，他所講的你明白，你講的反而他會不明白。這樣你就要他跟你學，他

不肯跟你學，那是他的事了。明不明白？下面就怎樣？

己二了，約初後義無性釋一切法無生無滅等。

等就「等」什麼？「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等」那八個字。即是

解釋第二段了，在未講之前，我們用白話講給你們聽。好不好？這樣你們會明白些。

他說，「一切法無生無滅」就已經解了。現在解第二段了，不是！「一切法皆無自

性」就解了，現在解第二截了，第二截是什麼？「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

涅槃」。何解我這樣講？我又是密意說的，暗示地、有保留地講的，我是根據什麼？

根據它兩個「無性」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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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相無自性性」；第二個就是第三個「無自性性」，即是什麼？「勝義

無自性性」。我依據這兩個「無自性性」，所以說「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

性涅槃」。不是依據「依他起性」的，依據一頭一尾兩個「性」。何解呢？理由是這

樣，先解釋，第一就是我說「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第一個就是

根據什麼？根據這個「相無自性性」來講的，何解呢？猶如鏡花，猶如水月，猶如空

中花，水中月，根本沒有這種東西的，既無這種東西，有這種東西就說它某個時候生

出來，根本不存在的，何來有生？無生了。是嗎？

你確是一個小孩子，我現在出世了，他就有生，你說有齊天大聖，根本就無這回

事的，什麼時候生它出來？無生了。不存在的東西何來有生？無生了。根據這個「相

無自性性」來講「無生」，無生何來有滅？人若沒有生，沒有出世，何來會有死？是

嗎？無生就無得滅，有生然後有滅生，無生那裡有滅？這樣就「無滅」了。這樣即是

一切「遍計所執」的東西都「無生無滅」，既無生滅，那裡有煩惱？你幾時見過齊天

大聖起煩惱？幾時見過「空中花」會起煩惱？根本它都不存在的，既不存在，何煩惱

之有呢？「貪、瞋、痴」也無的，「本來寂靜」，既然「貪、嗔、癡」都無，又怎會

作業？那個我們崇拜的那個齊天大聖它怎會作「業」？只有那些傻人才拜它，以為它

會治好你的肚子痛，是那些傻人。是嗎？它沒有作業的，它無作業，無煩惱也沒有作

業，無煩惱又無作業，何來有生死輪迴？根本沒有。即是什麼？既無煩惱，既無作

業，亦無生死輪迴，這樣就「本來寂靜」了！是嗎？是嗎？「本來寂靜」了。本來就

是寂靜，並不是後來才寂靜，「本來寂靜」。既「本來寂靜」，何須去修行，去得涅

槃？它亦不存在，亦不會去修行，根本也不需要求涅槃，它根本沒有這回事，哪裡有

涅槃？自性就是無，它的本，自性就是本，本來就是無，「自性涅槃」。

聽不聽得明白？這樣，屬於「相無自性性」的東西，都是「無生無滅，本來寂

靜，自性涅槃」的。這樣，我說「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就因為

那些人有很多執著，我就根據他們所執著的「相無性」就這樣說而已！第一；但是我

又不只是根據這種東西，我又根據「勝義無性」，「勝義無性」這個真如自性，我又

根據這樣的，何解？「勝義無性」就要怎樣？「勝義無性」是要怎樣？剛才不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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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要修那些無我觀、空觀，修到純熟然後才顯露它出來的，修到純熟才顯露出來的

那個真如自性，那個「勝義無性」是什麼？永恆的，那個「圓成實性」，「常常時」

都存在的，這個「妙有」，亦可以說真空，即從空觀顯露它出來的叫做「真空」，它

不是空的，真空是不空的，叫它做「妙有」，既然它是永恆的有，「常常時」都存

在。常常時都「無生」，常常都存在幾時有生？本來就是有，不能說它是幾時出世，

亦永恆不會滅的，everlasting的，不會滅的，即是好像基督教講的神那樣，你說神

是幾時生的？沒有得問的，無生；那個神幾時死？無滅。沒有得講。

既然，他說，既然我又依據這個「勝義無性」說一切法都「無生」，既無有生亦

無有滅，既「無生無滅」，勝義諦裏面，根本生死輪迴就是世俗諦，是那些煩惱作業

的幻象而已，勝義諦本身的本質，是「本來寂靜」的，無所謂「涅槃」。無什麼？

「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無什麼？「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這些東西的，這

是煩惱嘛！由無明的「十二因緣」就是煩惱，沒有的！既無煩惱就「本來寂靜」，既

然本來寂靜，你整天修什麼求涅槃呢？那個真如自性本身就是涅槃。而且這樣，當你

證得涅槃的時候，你另外有個涅槃我現在證了！其實當你證涅槃的時候，你就是看到

那個真如自性，因為永遠的與那個真如自性契合了，再不起波浪了，煩惱的波浪，涅

槃就是這樣解。所以涅槃的實質是什麼？涅槃的本質就是真如，就是圓成實性。

來到這裏，你就要可以了解了，宇宙萬象最後的實質，這個 final reality就是勝

義諦、「圓成實性」。亦即是「勝義無性」，我們聽那些法師講《法華經》，整日講

諸法實相，諸法就是宇宙萬有，實相即最後的實質，這就是什麼？即是真如自性，即

是「勝義無性」。忽然間你們聽《維摩經》，聽到有個「不二法門」，「不二法門」

是什麼？「不二」即是 absolute的，這個 absolute的東西就是什麼？就是這個真如

自性，這個也是「勝義無自性」。所以你現在聽見六祖講，又說：吾有一物，無頭無

尾，無底無面，如何如何那是什麼？又是這個「真如自性」。是嗎？又整天講，《六

祖壇經》成天講什麼？自性，「何其自性本不生滅，」這個「自性」又是這個「真如

自性」。即是一理通百理明，你一了解之後，《大藏經》任你讀，除非它譯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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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譯得好的，你句句都會解。拿住本《解深密經》，橫衝直撞無往不利的。所以說

了義經的好處就是這樣，你以前，以前我們不知道的，以前我都沒有對你講的，那本

《心經》真是好囉！真是最好的，以為這就是什麼，其實不夠的！不夠的！忽然間聽

見《金剛經》，啊！真是好了！找到空空靈靈，飄飄欲仙那種感覺，那種經境界真是

好了！都還是未夠的。

它即是，所謂《金剛經》者，即是將「勝義諦」來到彷彷彿彿講一下給你聽而

已，真真正正的拆開它，好像那些研究生理學的人，將那具死屍用來解剖，就要《解

深密經》，「三自性」、「三無性」，這樣才搞的定。這樣已經解了它這個，今天講

這本書就講到這裡。明天、下星期我覆述的時候，然後就解這個本文，那個本文就是

這樣的。己三，約初後二無性，初即是「相無自性性」，「後」者，即是「勝義無自

性性」。「約」者，即是依據，依據這兩個無性來解釋什麼？解釋「一切法無生無

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是嗎？將來會解。第一，如果你肯將我這句話回去想一

想，明天這裡你自己看就看得懂了。我將來講，都是解釋一下，主要解釋一下文句給

你們知道而已。

聽眾：1988年 12月 17日。

羅公：這裏是正式解答他的問題了。

我們又再回顧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那個勝義生提出一個這樣的問題：他說：

釋迦牟尼佛你以前講又「四諦」，又「十二因緣」、又「五蘊」、又「十二處」、

「十八界」那些，樣樣都說有的，但是後來你忽然間一變，改變，改變就說「一切法

皆無自性」，即是一切法都是空的，「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豈不是矛

盾了？以往就要修「四諦」、「十二因緣」那些，什麼都是有的，與現在說的樣樣都

是「無自性」，「無自性」就空的，不同了。是嗎？以前又說，叫人要修行，這個世

界什麼都是無常的，整日生生滅滅，我們的生命，我們很可憐的，生滅不由自主，整

天生生滅滅，無常嘛！生滅就是無常，又說要什麼？我們的煩惱有很多，不能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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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的人生不得完美，不能寂靜，我們要求什麼？求寂靜。

我們的生死輪迴是很慘的，我們就要求涅槃，求這個停止生死輪迴的狀態的那種

涅槃。現在又說不是了！本來就是寂靜的，不用的，本來就無煩惱的，寂靜不就是無

煩惱搞？「自性涅槃」即是本來就是涅槃，不用去求的。你釋迦老夫子到底怎樣搞

法？前後矛盾，我就不明白了。這樣釋迦佛就答他了。是嗎？答他又怎樣？先答他：

「一切法皆無自性，」一段，是嗎？另外一段是什麼？「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

涅槃」。

又一段，分開兩段來解答他。他說：何解我說「一切法無自性」呢？記住，「無

自性」即是空。何解說「一切法(都)無自性」呢？他說，我說「一切法(都)無自性」

是依據什麼？三種「無性」來講的。其實所謂「無自性」有三種無法，(無的方式)，

是嗎？叫做「三無性」。「三無性」，什麼叫做「三無性」呢？他說，「三無性」即

是「三自性」，「三自性」一個是「遍計所執自性」；一個是「依他起自性」；一個

是「圓成實自性」。「遍計所執自性」是我們的執著，我們的執著的反面，從正面來

看，我們就說這個執著叫做「遍計所執性」，從反面來看，我們就叫它做什麼？叫做

什麼？

聽眾：「相無自性性」。

羅公：叫做「相無自性性」。它的「體」、「相」都不存在的，無的，那種自性。

「相無自性」，沒有，連它的自性根本就是沒有的，即是不存在的，那種那樣的

性質，叫做「無自性」的「性」，聽得明白嗎？這即是說，所謂「相無自性性」，即

是「遍計所執性」，我們依據「相無自性性」就籠統地講，說「一切法皆無自性」，

是嗎？籠統的講。第二，他說，第二個「無性」就叫做「生無自性」的「性」，因為

它要靠眾緣和合而生，所以不是本來有的，所以它那個自性不是本來有的，這樣叫做

「生無自性性」，所謂「生無自性性」，即是「依他起性」來的而已，「依他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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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它自己本身不存在，要靠眾緣和合然後產生它的，即不是本來存在的，這個「依

他起性」。「依他起性」從正面來看就叫做「依他起性」，從反面來看就叫做「生無

自性性」，因為它要眾緣和合而生，所以我們就判斷它是「無自性」。這

種這樣的「無自性」的狀況就叫做「生無自性性」。聽得明白嗎？然則「生無自

性性」即是「依他起性」的另外一個角度的看法。我就是根據世界上很多東西是「生

無自性性」，我就索性說它「一切法都無自性」。是嗎？明白嗎？即是說一切法，

「一切法(都)無自性」這句話是很籠統的，包含三種「無」法(無的狀況)，已經講了

兩種了，聽不聽得明白？第三種了，我還有這樣，一切法的實質就是「圓成實性」，

即是真如，亦即是勝義諦，這個勝義諦、這個真如，在這個勝義諦、在這個真如來

講，並沒有我們所執的那種「勝義」，同時我們要修觀，修那種「無自性」的觀，即

是空觀，由空觀來顯露它出來的。「無自性」這種觀的智慧所顯露出來的那個勝義

諦，那個勝義諦，因為它是要用「無自性」的觀的智慧顯露出來的，所以我們就叫它

做什麼？「勝義無自性性」。聽不聽得明白？

然則所謂，我們又因為這樣，我於是索性又依據這樣：「一切法皆無自性」，這

樣就三種「無自性」法，其實分析起來就是三種，籠統的講就一腳踢，就說「一切法

(都)無自性」。明不明白？好像你有三個兒子，第一個兒子就偷你一百元，是嗎？第

二個兒子就偷你一件衫去當，是嗎？第三個兒子就只是偷食而已，偷朱古力糖吃。其

實三種偷法不同的嘛！三種，你卻一腳踢，嘿！三個兒子都是偷東西的！是嗎？那就

很籠統。即是說那個諸法是空，那個「空」就很籠統，「無自性」即是空，有三種不

同的「空」法。第一種，依據「相無自性性」說它是空，因為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

就說它是空。沒有那種東西的就說空。譬喻什麼？水月、鏡花那些東西，是嗎？龜

毛、兔角，根本沒有這回事，那些拜神公、拜神婆什麼都不識，在那裡亂找一個偶像

來拜，讓你請神來到保佑他，其實那個「神」是什麼？根本不存在的，這個是什麼？

「相無自性性」，即是「遍計所執性」。這樣空法，完全沒有的，影都沒有的那種那

樣的空法是第一種空；絕對的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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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空是怎樣？不是無，有形有像看得到，但是它沒有實質，不是有絕對的實

質，它都是眾緣和合來決定它的，好像汽車都是空的，何解？離開零件何來有汽車？

是嗎？所謂汽車者，如果我們用，我們說，有一輛汽車在那裏！那就是一種很世俗的

看法來的，我們用我們的智慧去看，應該是怎樣？有一輛汽車在那裡，這句話應該怎

樣解釋？有很多適當的零件配合了在這裏，我們就改個名字叫它做「汽車」。應該是

這樣。這個比較勝義諦，比較的，再比較就是怎樣？我們有很多鋼鐵的分子，塑膠的

分子和各種碳水化合物的種種分子，那些分子集成一堆，依著一定的格式排列了在那

裡，我們就假定一個名，叫它做汽車，這樣又比較勝義一些了，高級一些了。

再高級一點又怎樣，有一堆原子，是嗎？依著一定的法則排列了在那裡，我們叫

它做汽車，再高級一些，你說連原子都不行，是一堆電子、質子，是嗎？依著一定的

格式、方式排列在那裡，現在還未變化，還未有人打破它的排列，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改個名叫它做汽車。是嗎？這種這樣的不是沒有的，是嗎？都是空，都是「無自

性」，不過與龜毛、兔角那些無法不同。這樣，以前那些禪宗法師或者那些空宗法

師，很喜歡講，別人講空，沒有了就空了！

譬喻你這樣說，譬如你做弟子，你走去找個老師，你問老師什麼叫做空？老師

講，講完一輪，老師反問你：茶杯空不空？你答：空的。老師再問你，何解你說茶杯

空？你可能會這樣答：茶杯現在看它有，一會掟到地下啪！一聲就沒有了茶杯了，那

就空了！如果這樣講空對不對？你講。不對，何解不對？這種講法是錯誤的，那個杯

是物質，是「色」，material，要它滅了然後才是空，即是說這隻杯，如果那個徒弟

這樣答，即是說這隻杯之空，要等它砰！打爛了，那樣才叫做空，你一樣，未砰下去

的時候就不空了？是不是？是不是錯誤？聽不聽出是錯誤？「色滅」才能夠叫做空，

未滅就未空，於是老師就會這樣說了，你這樣講就錯了！不用的，你拿住那隻杯在這

裡，當下即空，這個當下，就在這個時候，當下、就在這個時候，即是外江佬(外省

人)說：就在這個當兒，這個當兒就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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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拿著它的時候就已經是空了。當下即空。很多人不明白，如何當下即空呢？

砰！打爛才空不行嗎？當下就是空嗎？是嗎？如果你未懂「三性」，未懂「三無

性」，十個人之中起碼有六個人是這樣懷疑你，所以你們參禪，十個人之中起碼最少

有六個人是參錯的，你想想，你只是這樣，「當下即空」就是這樣解。它這個「生無

自性性」，雖然我拿著這個杯，這個杯不是真的有個杯的，是眾緣和合，那些電子、

質子，那些暫時這樣結合，有這樣的假相在這裡，在這種假相一日未滅的時候，一樣

可以裝水飲，這是有作用的，有形相、有作用的。

一種，不過它不是真實的存在，當下即空。那種叫做「色滅始空」。從前我們讀

中國哲學史，讀到南北朝，魏晉南北朝的時候，講空宗，講三論，講空宗，有所謂

「六家七宗」，講空的有六家不同的講法，其中一派比較好些的，那六家七宗，七

派，起碼有四派至五派不行的！完全錯的！你不要以為古人實(一定)不錯，古人很多

錯的！你知不知道？我們今人反而錯得少一些，古人的錯更多。六家七宗，六家中有

四家是不對的！有一家，這樣就剩下兩家，兩家之中一家都已經不是很徹底了，真正

對的就是什麼？研究這種東西的，六家七宗中，中國人最講究就有兩個人，一個，你

看報紙，有沒有看中國報紙？有一班學者去台灣訪問，是嗎？其中有一個人叫做湯一

介，湯一介，台灣，不是！台灣不給他入，不知何解？沒有什麼理由，這是中國有名

的哲學者，很年輕的，四十來歲，五十歲都怕未夠。他是誰的兒子？他是湯用彤

(1893－1964)的兒子，他的父親是中國、可以說中國這五百年內最好的、最出色的

佛學、佛教史的史家，湯用彤。以前是西南聯校的教務長。湯用彤的兒子叫做湯一

介，跟著父親學哲學，講六家七宗講得最好就是湯用彤了。除了湯用彤之外，還有誰

講得好的？陳寅恪(1890－1969)，陳寅恪。第三個懂得一些的是誰？馮友蘭(1895－

1990)，馮友蘭是抄陳寅恪與湯用彤的東西而已。是嗎？

其中有一家叫做什麼？以前什麼宗，什麼宗，什麼論的，〈即色遊玄論〉，如果

你真是要學這些東西，學佛教的玄學或者中國玄學，你真是要講國文很好的，有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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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即色遊玄論〉，你可以當讀國文，這一派過得去的，另外一派真真正正好的，

就叫做「本無論」，本無宗，〈即色遊玄論〉又叫做「即色宗」，叫做「即色遊

玄」，近人熊十力將「即色遊玄」四個字改成了幾個字，這樣你可能容易明白些，是

不是淺些？這個「色」當實質解，material，「即實質」就不是要那個實質爛了才能

了解它的原理的，「玄」者就是那種不可見的原理，「即實質」就是那個實質未打

爛，我們的精神都可以「遊」進去那個「玄」，進入很深奧的道理那裏，「遊」就

「遊」什麼？我們的精神去「遊」，我們的精神去了解它，「遊」；「玄」者，那些

不可見的深奧的道理，叫做「玄」。聽不聽得明白？「即實質而遊玄」。這樣，以前

有個人做了《即色遊玄論》(支道林著)，六家七宗，〈即色遊玄論〉是好東西！好過

那些什麼？「色滅始空」了，「色滅始空」就是說什麼？這個杯，杯即是實質，現在

不空的，打爛了，開花了，那時就空了。「色滅始空」，他說這樣講法很低級，著

跡，「即實質而遊玄」，就在抓住杯的時候，那隻杯還摸得到，裝得東西的時候，而

我們的精神、我們的智慧滲透在裏面，了解到這個杯是沒有實質的，「玄」，即深奧

的道理，「即實質而遊玄」，聽不聽得明白？

你如果是國文，現在你說加拿大要多元文化，也吸收中國文化，吸收這些吸不

到，是嗎？要吸到這些才是精華來的。以前築鐵路的那些，拖條辮子那些，那些文化

有多少？那些根本就沒有什麼文化。這樣裏面有一個「即色遊玄」，為什麼會講到這

裏？講「生無自性性」，是嗎？就是在「生無自性性」，我們知道它空，聽不聽得明

白？好了，這樣附帶講一講，本無宗為何說它了不起？本來就無，這樣就好？偏

「空」了！何解說它好？但是那些批評家就說它最好的，何解為最好？因為你看字

面，「本無」就以為本來是無的！明明山河大地在這裡，你說它「本來是無」！即是

現在有了？以前沒有的？是嗎？豈不是最不空？不是這樣解的！「本無」，這個你在

字面上看，就很容易解錯的，只有湯一介的父親解得正，他說：「本無」不是這樣解

的！「本無」者，他說：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那些人叫做玄學家，魏晉南北朝時有一

班玄學家，你不要聽見「玄學」，就以為是占卦算命那些玄學，那些絕不是玄學，現

在那些占卦算命的人又說玄學家某某，從香港來的那些，不是的，玄學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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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ysics，metaphysics是一種很高尚的學問來的，你在大學裏面哲學系裏面才

能夠有得讀，大學裡面一、二年班都無得你讀，三、四年班才有得讀。有很多人專門

去德國、法國學研究metaphysics的，那些玄學家，那些玄學家裏面就分六家七

宗，六家七宗裏面最了不起的是本無宗，那麼何解叫做「本無」？「即色遊玄」不是

比它更好？「即色」即是有東西在就知道沒有，不是更好？本來就無，現在變有，豈

不是不通？你這樣就解錯了，那個「本」字來不是本來有，如果「本來」這個解，是

adverb來的，adverb本來是無的，它不是！這個「本」字是 noun來的，這個

「本」是無來的，這個「無」不是 nothing，這個「無」不是 nothing，這個「無」

是什麼？emptiness，這個是「空性」來的！不是無東西那樣解的。

那班玄學家就叫做什麼？叫這個本體，哲學上的本體，即是 reality，叫這個

reality做「本」，叫現象界做 phenomena，叫做「末」。以前的人解釋的不清楚，

是湯一介的父親就解釋得很清楚。民國廿八年、廿九年差不多上下，西南聯合大學在

昆明上課，我就在聯合大學借讀，那時湯用彤在那裏做教務長，那時蔣夢麟就做校

長，我們見到，啊！這位教務長他自己擔任一課，這麼有名氣的教務長，所以我們住

在澄江，就特別走去那裡聽湯用彤講。「本」就指這個，final substance，最後的實

在。即是 reality，「末」，本與末相對，「末」指 phenomena現象界，有形有像

的叫做「末」，無形無像的本體就叫做「末」，「無」就是空性，本體是什麼呢？本

體就是那個 emptiness，是本體，本體就是空性，是無一切雜染的。這個就是「圓成

實性」來的！「末」這個是「依他起性」與「遍計所執性」了。「本」是指「圓成實

性」，「末」就指「依他起性」與「遍計所執性」。「本無」即是等於那個「圓成實

性」明明是有的，卻說它是「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

「本」就是勝義，「無」就是「無自性」，即是「勝義無自性」的宗。何解以前

的人個個都解不到，為什麼湯用彤解得到？他學過這套東西，湯用彤他學佛經相當熟

的，他又懂梵文，又識巴利文，很早期的留學兩國，在日本帝大畢業，以前日本帝國

大學相當好的。世界上很有名的。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又去美國 Yale(耶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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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跟一個梵文家學梵文，學梵文的，學印度哲學與梵文，他又走去，回到中國在北

京大學教書，同時又過去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那裡，拜歐陽竟無做老師學習這

些。所以他一看，「本無」原來是這樣解的！「本」就勝義諦，「末」就世俗諦，

「勝義諦」即是本體，「世俗諦」即是現象界，是那樣解。這個「無」不是無東西，

是指「空性」，「本」就勝義諦，「無」就「無自性性」了，「勝義無自性性」。將

它一比，套進去搞定。所以變成最好就是這一宗了，本來是最「水」(差)這一宗，現

在經過他一翻案，最好是這宗。

聽眾：西南聯合大學後來合併到哪裡？

羅公：什麼？

聽眾：西南聯合大學。

羅公：三間合併。

聽眾：合併到哪裡？

羅公：在昆明那裡嘛！

聽眾：之後這些大學……

羅公：三間，一間北京大學、一間清華大學、一間南開大學。

聽眾：後來又再分開？

羅公：後來日本人投降又再分。當時那些人說「本無末有」，這個「有」不是真是實

有，那個「無」，那個空性才是本體。而我們世人覺得有的，這不過是「末」

而已，是現象界而已。這樣，你看這些，尤其是看魏晉南北朝那些書，你非

四、五年大學的中文的修養，看不通，很難看的。如果你做佛學功夫，這套書

多倫多有沒有得賣？有沒有人買得到？魏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有

沒有？寫起它，託人去香港買。《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是湯用彤一世的

結晶品，兩冊的。

聽眾：是不是中文不好很難看懂？

羅公：什麼？

聽眾：是不是中文不好看不明白？

羅公：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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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即是國學不好。

羅公：你嗎？你都勉強看得明白的，你不明白就問一下我。

日本人，近人日本人對佛教界，對中國佛教界最重視的，近人就是這一部，日本

人很多人都不識的，他們認為有兩本最好的，一本是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

史》；還有人提議送獎金給他，湯用彤不要，他很憎日本人，他在日本留學，但他憎

日本人，他說日本侵略中國。提議給他獎金，送博士給他。他說不要！不要！我要來

做什麼？沒有學位的，一世人都沒有學位，學士都沒有一個。第二個佩服的是印順法

師的那本《中國禪宗史》。日本人對這一百年內佛學界、中國佛學界的著作，最佩服

這兩套書。其實日本人很多是不懂的，還有很多好東西的，歐陽竟無的《瑜伽師地

論》最好了，其實應該第一，但是日本人的中國文不好，看不懂，從前的日本

人，70年前的日本人很了不起，看中文看得很好，這七十年內出生的日本人中文都

不行了。湯用彤。印順法師，日本就送個博士給他，但是也不是日本的著名大學送給

他，是那間什麼？那所二流的大學而已，叫做什麼？立正大學，即是賢德在那裡拿碩

士那間。

還有那個誰？聖嚴(1929－2009)在那裡拿博士的那間。那所二流的大學送個博

士給他，叫印順法師去接，印順不去！不去，就托聖嚴代他接那個博士名銜，好骨

氣，印順很憎日本人，被日本人趕到他無家可歸，他自己出家的那間寺被日本人燒

了，那些日本人打去到時候，被那些漢奸燒了，所以以前他看到日本人去到南京那一

帶那種殘暴法，印順法師當時在那裡目擊的。就是現在那些人那麼崇尚日本人，我看

日本很平常，我也很憎日本人。這樣，這個「即色遊玄」明白了？「即實質遊玄」。

好了，這裏。這樣，「相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我就是

依據三個不同的空法，就說「一切皆空」。所以說「一切皆空」與一切都「無自性」

這句說話，裏面有很多保留的，沒有完全講出來給你聽的。就是這樣講了。這之後，

好了，然則所謂「一切法本無自性」這一段解釋了。這一段是依據什麼講的？這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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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兩個「無自性性」來講的，「一切法本無自性」這一段就是依據三個「無自性性」

講的，而這一句，「一切法本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就是依據

兩個「無自性性」講的，哪兩個？你講吧！我那天講過的，看你們記不記得？陳芷君

記不記得？

聽眾：「相無自性性」與「勝義無自性性」。

羅公：是了。「相無自性」，是，可以，使得。

「相無自性性」與「勝義無自性性」。不是依據「生無自性」講「無生無滅」，

因為「生無自性性」這個「依他起性」，正是有生有滅的，就是依據這兩個，何解依

據這兩個講呢？識解了沒有？要不要我覆述？覆述一下好嗎？第一，我依據「相無自

性性」，說「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何解？「相無自性性」者，

即是「體」、「相」根本就不存在，天下間並無這種東西在這裡，既然無，有沒有生

滅？那種東西都沒有的，何來生？都沒有的，它有還會說生出來，是嗎？無，既無

生，何來滅？既無生那裡有死呢？沒有，無滅。那就「無生無滅」，「相無自性

性」。既然「無生無滅」了，哪裡有煩惱？是嗎？你見過那個石人會起悲哀、煩惱

嗎？是嗎？根本就不會有這種東西，所以沒有煩惱騷擾，沒有東西騷擾就「本來寂

靜」。

既無這種東西，又沒有煩惱了，那裡有生死輪迴？是嗎？既無生死輪迴，何須要

求涅槃？本來就無這種東西，怎樣需要涅槃？「自性涅槃」。沒有這種東西。龜毛、

兔角，空、水中月、鏡中花，這些都是什麼？「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他說，我、釋迦佛講，我說「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有時就依據

這個「相無自性性」來講的，明白了嗎？但有時又不是的，這樣氣死人了，是嗎？有

時我就依據「勝義無自性性」來講的，勝義，這個是勝義諦，真如，「無自性」，這

個勝義諦、這個真如是要用「無自性」的那種觀、那種智慧去顯露它出來的，不是用

手拿起來就有的，這樣，那個勝義諦、「勝義無自性性」，它是真如，真如是怎樣？

這個宇宙本體是永恆存在的，既然永恆存在，就不能說它是某個時辰生出來，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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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時辰生出來的，會生的，這個一定不會是永恆的，何解？未生的那一段是沒有它

的嘛！是嗎？

永什麼恆？後來生了才有它而已！未生的那一段沒有它，生了之後誰能保證它會

以後、以後不會滅的？所以唯有那個永恆的，基督教叫那個做「神」，是嗎？道家叫

它做「道」，佛家叫它做「真如」，這個「勝義諦」，是無生的，既無有生，亦無有

滅。是嗎？既「無生無滅」了，那就無為了，是嗎？無為的，無為怎會起煩惱？如果

起煩惱的就不是永恆了。明不明白？這句最緊要明白。會起煩惱的就不是永恆，何

解？譬喻你今天十二點鐘你起煩惱了，腳頓地發惡了，起煩惱了，即是說十二點鐘之

前是就無煩惱的，十二點鐘之後有煩惱了，是嗎？那就衰了！那又怎樣？即是無常，

不是永恆了。那個狀態變換了，以前就無煩惱的，以後有煩惱，是嗎？這即是無常，

是嗎？不是永恆了！就會變了，變就是無常了。所以勝義諦就是永恆的，一定是要什

麼？無生無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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