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定是要怎樣？「無生無滅」，「無生無滅」一定是要「本來寂靜」的，無煩惱

才行，有煩惱，煩惱一平息它又變了，是嗎？既然「本來寂靜」了，沒有煩惱了，何

須去求涅槃呢？它本然就是涅槃，是嗎？「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識不識解？然

則，所謂「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他說，我有時就依據這一點來

講的，這樣，即是釋迦佛好像是專門為難別人那樣，是嗎？忽然間這樣講，也不完全

講給你知，忽然間又那樣講，又不講給你知，何解會這樣呢？可能是對當時的

「機」，「機」不同，人的程度不同，是嗎？還有可能就是所討論的問題，只是涉及

這一邊不涉及那一邊。但現代的人用進化論，用歷史的進化來解釋，又說根本釋迦佛

當時都沒有這套東西的！「三自性」、「三無性」，甚至龍樹菩薩講的「空」，都沒

有的！

釋迦佛當時就只有什麼？只有四《阿含經》的，只有小乘經而已！其餘那些大乘

經全部都是後來的人偽造的！那些西方人就有這樣的看法，現在很多日本人都相信這

種看法。還不止這樣，四《阿含經》也不是部部(所有)都是他講的，四《阿含經》這

麼大套經，四套，釋迦佛當時怎會講得這麼多東西？怎會當時結集的這麼多？你看看

耶穌，那些福音都是一點點而已！老子都是上下篇而已！哪有這麼多？四套這麼多？

四套之中有三套都是後起的，後人才寫的，後人編輯的，一套是真東西而已！那些西

方人與日本人很多這樣講的。

《四阿含》之中只有《雜阿含》才是真的，其他三《阿含》都是其他的那些人，

那些所謂主教級的人馬，將它來怎樣？將《雜阿含》怎樣？將《雜阿含》抽一部分出

來又編多一本，那些長一些的叫做《長阿含》，抽一些出來短一些的，將它排列成每

一個 group，每一個 group包含十種東西，這樣就叫做《增一阿含》了，就是這

樣，只有一套是真的，那一套已經是比較基督的福音，已經不止十倍了，哪有那麼多

的？大乘經就更加是假的東西！現在那些人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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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講法，即是怎樣？我們今天講的，我在這裏講這麼久，都是講假東西。

那又如何？是呀！他是說你假，你要說不假才行的，但是很難，很難說完全不假的，

是嗎？

聽眾：佛講了五十年經。

羅公：什麼？

聽眾：佛講了五十年經。可能講到。

羅公：是呀！講了五十年經，五十年，是講了五十年，《四阿含》都夠了！你知道

嗎？大乘經一套《大般若經》就等於《四阿含》那麼大，六百卷，即是這麼大

套，即是那裡，那套《華嚴》什麼，這麼大套，六百卷，即約莫這麼大套，

《大般若波羅蜜經》六百卷，只是《大般若波羅蜜經》就六百卷，另外《寶積

經》也有四百、三、四百卷，小乘經也有百多二百卷，那裡有這麼多呢？你說

每部都是真的很難令人相信的。他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就相信了，但不是個個

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人家那些考據家，那些歷史家，即是別人不接受的，那又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是嗎？

三條路走，三條路都不會走的，那些蠢材就不用理他了，如果你是聰明的就只有

三條路可走，第一，你說，翻譯過來的，有證有據翻譯過來的，最低限度在中國人來

說，它是真的，至於印度的幾時，在印度當時是真是假，根本沒就有得考究，即是等

於《聖經》，耶穌的《聖經》，有些人也說它是假的，後人也有人說它是假的，也有

人說它是後人造的，無可稽考，第一條路，只是考什麼？中國的有年、有月，某年某

月某一個法師，奉皇帝，得到政府的許可，有正式的證明，確實是他翻譯的，這一

段，就在我們中國人來講就是真的，至於它在印度，如何上手更替，真還是假？那就

天曉得了。是嗎？這樣，如果這樣，就怎樣？《解深密經》這些就是真的，《大般若

波羅蜜多經》那些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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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被人懷疑它是假的就是什麼？《楞嚴經》啦、《圓覺經》啦、《仁王護國般

若經》啦，因為何解？因為沒有證據，等於說有幅地說是你的，你想有人同你買，你

都要拿得出政府有張東西給你的，你沒有的，你說我幾多代已經傳給我了，那誰敢找

你買？如果這樣都買就很冒險。第一就只有放寬，我很虔誠，我盡量相信它是真的，

任你怎樣盡量，你盡量都要有些證據才能說是真的，然則現在那些人，有三本很偽

的，直情是偽的，無人信的，一本叫做《老子化胡經》，你說它是不是真的？如果你

說凡是《藏經》裏面有的都是真的，那這本就是真的，這樣真，你就要落地獄的。

它說什麼？這本經是唐朝那些道士作出來的，有人說是南北朝的道士作的，是什

麼？它說釋迦牟尼佛是太上老君的徒弟來的，太上老君當時在周朝的洛陽，在洛陽那

裡，見到周朝不是路(沒落)了，於是他就退休走人，就向西行，太上老君未向西行之

前，有個孔夫子走去向他問禮，所以孔夫子又是太上老君的學生，後來孔夫子問完之

後，太上老君走人了，就向西行，向西行出了函谷關，一路向西行，都不知去了那

裡，不知所蹤。它說不是，那些人就說，不知所終就一定是去了印度！

去印度做什麼？去印度傳法，傳給哪個？傳給釋迦牟尼佛，當時釋迦牟尼佛剛剛

出世，他於是就去印度，把他那套法就傳給釋迦佛，於是釋迦佛就是太上老君的弟

子。即是儒、釋、道三教，最高就是道教，你明不明白？儒教又是它的弟子，佛教也

是它的弟子。那本經說老子去「化胡」，去教化那些胡人，現在你看看，不妨看看，

《大藏經》三樓有的。

聽眾：時間不同，時間如何配合？釋迦牟尼二千幾年，你老子怎止二千幾年？

羅公：老子早些，老子可能都是同時，

聽眾：不止呀！

羅公：你不要依他們西藏人的講法，西藏人的講法，佛出世大概有十幾種傳說，最早

的傳說是說大約五千年，稍為後些又說四千年，有些有三千幾年，有些三千

年，有些是二千七百幾年，有些是說二千五百多年，有些是二千四百幾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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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較沒有什麼人敢駁的，就是二千五百多年，二千五百多年與孔子不是差不

多？老子是早些的，老些，它計過數的，說《老子化胡經》這條數它計過的。

這樣就第一條路了，所以就真了，是嗎？有證有據譯過來的都是真的。

第二條路了，大乘經非佛說。假的，學佛就只是學小乘，學大乘這些，這些是後

起的佛教徒的思想，是佛學，不是佛的經，那些經是偽造的。第二種，西洋人、日本

人多數是這種。第三種那些什麼？他們的講法就是將兩說綜合，綜合又怎樣？第三種

講法，我就用這種講法，釋迦佛當時說法，沒有說這麼多的，沒有說這麼多的，大概

到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那些人結集他的遺教，經一藏，即是小乘的《四阿含》，最

正統的，小乘的《四阿含》因為它樸素，大乘很多教理已經含孕在那裡了，我們不過

是好高騖遠就看它不起，我們應該要改變，應該要改變，不能說小乘經《四阿含》就

是只是小乘，其實是通乎大小乘的，這樣大乘佛教就有根據了。

經藏、律藏無人懷疑的，經藏、律藏。論藏，論藏就是當時有些經是屬於論藏的

部分的，裏面可能含有多少(一些)大乘經在那裡。譬如《解深密經》當時就是放在佛

所講的論裡的，還有一個雜藏，大眾部有一藏叫做雜藏，雜藏裏面，我們知道所謂雜

藏就等於大乘經。這即是說，我們的大乘經就是出自小乘裏面的雜藏，雜藏不會有這

麼多的，那又怎樣？那些喜歡大乘的在雜藏裡面，將某一部經拿出來，經過很多點

染，即是什麼？將它擴大，expand，將它擴大，將它擴大，將它擴大，愈擴大愈

大，愈擴愈大。

例如是哪些？本來一本經很樸素的，後來那些人把它增加了，佛說這本經的時

候，東方某某世界又有某大菩薩，如何如何來供養釋迦牟尼佛；西方某某世界、某某

菩薩又走來供養釋迦牟尼佛；乃至到南方、北方、上方、下方，無量世界都派出有些

菩薩來供養釋迦牟尼佛，頂禮釋迦佛，當他來的時候，大地為之震動等等，天雨寶花

等等，整到好像寫到非常之美麗的那樣。這些是什麼？後人的點染、增色，如果將它

來一壓縮就沒有那麼多的。你看看，如果你不相信，你去看看《大般若經》裏面，或

4



者找《大品般若經》一開首，《大品般若經》鳩摩羅什都譯了差不多一百卷的，一百

卷，第一卷，整卷講什麼？

某某什麼菩薩來，東方什麼菩薩來；南方什麼菩薩來，足足整了一卷，大可以不

讀的，這些很明顯是什麼？本來那些經很樸素，後來將它來擴大、擴大、擴大，有些

很樸素的經，譬如《般若經》之中，《大品般若》那些就擴得很大。有些很簡單的，

《金剛經》這些很簡單，比較簡單的，比較原始的，那些越講得天花亂墜的，是後來

那些人增色。即是說，大乘經不是與佛無關，而是在雜藏裏面，那些比較簡單的經，

經過後人的點點染染，將它來擴大而定的。那些原理，它裏面所講的道理仍然是與佛

所講的相同的。這種講法即是第三種講法，我就取這個第三種講法。

我本《唯識方隅》一開首就講，唯識這種思想是怎樣來的？是根據佛經，經就是

大乘經多，而大乘經這種講法亦是由小乘經來的。一點一點在那裡相當、相當明白地

指出，我，即是我的見解不是好像一般人那樣，說所有大乘經一腳踢(全部)都是佛

說，這樣，這樣的講法好像似乎不大科學，但你一腳踢說完全不是佛說，是後人作出

來，又非也，大概是這樣。

聽眾：譬如《阿彌陀經》是不是從雜藏經那裡？

羅公：當然都是出自雜藏，《阿彌陀經》是比較簡單的，很樸素的，沒有這麼華麗

的，最華麗的就是(華嚴經)《大般若經》，盧茵你看過那本《Large S traū 》

未？

聽眾：未。

羅公：第一卷初初的那個 introduction，全部講、講、講，講，佛講《大般若經》之

前，是入定，神通變法出什麼，什麼，講到天花亂墜那樣，那樣。《阿彌陀

經》就比較簡單一些，而且西方極樂世界在理論上是可以有的，應該可以有

的，這個比較簡單。但是有些，有些可能經過點染，就嚇人嚇得很緊要的，就

是什麼？就是《地藏經》那些，那些讀起來就恐怖的，總之，然則怎樣？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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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經一定要求甚解，要有證有據，好像有一個政府的 chop蓋下去，確

實是佛說的，你求不到的，在理論上，道理是對的，即是說以理為宗，你這本

書在中國人翻譯的時候，都是有證有據，第一以理為宗，道理上過得去，第

二，翻譯確是真的，第三，原來很早期已經出現了，這樣，在印度很早期出現

的，這樣我們不妨相信它。

後期的那些差些了，密宗，密宗的那些經就有些問題，而且密宗的密法裡面，事

實上是應該要篩選一下，現在人人見到西藏喇嘛就拼命那樣去崇拜，這是不應該的。

這個密宗之出現，在歷史上是這樣，到了公元第七、八世紀的時候，印度的佛教，小

乘裏面分派，分了二十多派，小乘有時互相攻擊，小乘與小乘之間互相攻擊，而大乘

當時很流行，又與小乘互相攻擊，自己打自己。大乘之中，空宗與唯識宗也是互相攻

擊，整天辯辯駁駁，要不就辯駁，要不就在經院裏面很繁瑣的，那些法相講到非常之

繁瑣，那些理論很繁瑣，這樣結果是怎樣？好的方面就變成怎樣？

道理就越整越深，越整越深，越來越深，那些普通的人不能夠了解，就變成了要

靠那些學者去了解了。即是說，整個佛教就變成了什麼？學者的宗教，變成了完全是

哲學的學派來了，變成一種繁瑣哲學，即是一種經院的哲學，是那些很有閒階級的那

些學者去研究，就這樣。第二，這就失去了很多大眾，那些無知的大眾，印度很多文

盲，很多無知的大眾，那些無知的大眾，要給他們一些咒語去念一下，讓他們有一個

神、佛去拜一下才行的。你對他講這麼多，又「空」又「有」，這麼多道理，他都莫

名其妙，這樣喪失了，離開了大眾太遠了。同時，第三個原因就是什麼？

當時印度教，即婆羅門教，婆羅門教在古代太過階級化，就被佛教打擊它，衰落

得很厲害，當時剛好在公元第七世紀左右，印度教出現了一位，印度教徒叫他做聖

人，我們說他是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人才，那個人叫做商羯羅 ( di a kara, 788Ā Ś ṅ －

820)，這個印度人有很多著作的，如果上面有那套叫做什麼？《Sacred Books of

the East》，裡面都找得到 a karaŚ ṅ 的資料。 a karaŚ ṅ 就起來了，建立一個新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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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派，印度教的教派，教理組織很嚴密的，把古代印度教的東西重新檢討，重新批

判，重新組織，它自己印度教裡面有什麼缺點，他在佛教裏面取那些學理去剪除它，

偷取佛教的精華來裝飾它自己的教義，就成為一個新的派，就不叫做，以前叫做

Brahmanism，叫做婆羅門教，譯做「梵天教」。

自從 a karaŚ ṅ 之後，他的新派就不叫做 Brahmanism了，Brahmanism即是婆

羅門教，叫它做什麼？Hinduism印度教，印度教一起，它原來就本來就流行的，教

理又好，又可以吸收了很多學者，又雅俗共賞，他拜神的，你文盲不識字，不要緊，

就給一個神你拜一下，你說我有很高的道理，你就去那些神學院那裡自己去精心去研

究，這樣，於是復興了！把很多的，從佛教那裡離開了的大眾平民吸收了，就變成興

旺了，他就打擊佛教，佛教之中，有些人，有些人本來都信一下那些咒術的，原來佛

教最原始的時代，原始佛教時代，初初分裂的時代，初分裂的時候，就分作大眾部與

上座部，上座部是清一色小乘，大眾部就裏面有雜藏，上座部就經、律、論三藏，大

眾部經藏、律藏、論藏、雜藏，還多了一藏叫做「禁咒藏」，念咒的。

佛教的密宗，佛教裏面的原始就是由禁咒藏來的。佛教徒本來已經很多念咒的

了，那個時候，有些人就將佛教的禁咒的東西來擴大，又學一些婆羅門教，婆羅門

教、印度教在佛教那裡拿東西，佛教又在它那裏拿東西，大家你向我取經，我向你取

經，於是就建立起一個密宗出來，目的就是想怎樣？令到佛教把那些已經離開了的那

些大眾、平民都吸收回來，何解？不用講那麼多道理的，你肯念咒，唸唸有詞，即身

就可以成佛了！

你那些學大乘的要三個無量劫才能成佛，小乘就不能成佛，我學密宗的那些一定

可以成佛，而且即身成佛，不止這樣，你都要靠自己整天修止觀，念咒時候，有佛菩

薩的加被力，他力，你樣樣東西都勝一籌！這樣，於是初期的時候很多人，又收攬了

很多群眾回來，但是有利必有害，漸漸地就這樣，初初收攬很多群眾，漸漸地成為一

種什麼？尾大不掉了，這種情勢，那條尾巴太大就甩不動了。中國一句成語，那條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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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太大就甩不動的時候就弊了，那條尾就是密宗了，是嗎？太大了擺不動，那些學密

宗的人不肯學教理，何須學教理？念一下「嗡嘛呢叭咪吽」，或者……

一大堆，我就可以即身成佛了，學那麼多東西這麼辛苦做什麼？這樣之類，已經

那些人講理論的，真正修，不過它那種修法都相當好的，將它套下去，將佛家的那種

止觀套下去那些修法那裡，是不錯的。看起來是一種很方便的法門，總之，我現在講

一句話，我都是密宗弟子，我現在講一句話，密宗是一種方便法門，不是一種真實的

佛義，不是，不是真實佛義，而是方便法門。不是了義，了義，真真正正的了義就是

唯識宗，其次，比較還可以的就是空宗與小乘，小乘我們不要看不起它，大乘都是由

它出來的。

其次，完全方便法門就是密宗。我的看法是這樣。阿拉伯人已經打入印度了，所

有和尚，被它逼迫，你要不就改信回教，不改信回教就殺！於是就完全沒有了和尚，

全印度，印度的北部一個和尚都沒有了！所有佛像，全部不是斷頭就是打斷手，現在

的印度，真正完整的佛像沒有了，只是博物院裏或者還有一兩個，其他沒有了。那些

佛教徒，尤其是那些密宗徒全部走了去西藏，變成現在的所謂喇嘛教，就是西藏的藏

密，所以這些東西是很難講的。

好了，所以我們講回本文。因為「三無性」，所謂「一切法」，第二段的「一切

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是依據兩個「無自性性」來講的，就解答完

了，是嗎？解答了，其他那些剩餘的，等一會我就講，現在先放一個 break，一會就

真正讀新的了。何解我這裏將三番五次那麼明白？因為這些東西你一明白，對你很有

利的，你聽見人家什麼都講空，你就心中有數，如果他不懂這一套，你就還會笑他：

嘿！你滿口都是空。聽不聽得明白？32頁，壬三你明白了？是嗎？講了。32頁，

聽眾：這些剛才你已經講了！

羅公：那個內容已經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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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初後二無性，初就「相無性」；「後」，「勝義無性」，「約」即是依據，這

個「約」字即是英文的 according to，依據這兩個「無性」，兩個「無自性性」來

到解釋，解釋什麼？解釋「一切法無生無滅」，「等」是等什麼？「等」是等「本來

寂靜，自性涅槃」，以這個「等」字就代替了它。分兩段，庚一、庚二。

庚一，約「相無性」來解釋「無生無滅」等句，即是依據「相無自性性」來到解

釋，「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然後庚二是約「勝義無性」來解釋

「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等句。現在先讀庚一，約「相無性」。即是依據

「相無自性性」來到解釋，「無生」等句，「等」就等什麼句？等「無生無滅，本來

寂靜，自性涅槃。」你看，剛才我已經講過了內容，現在你一讀你就會了。

他說：勝義生啊！叫一聲他：「當知，我依相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

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識解未？識不識解？他說：勝義生啊！我就

是依據「相無自性性」這個道理，來到「密意」地說，這個「密意」是 adverb來

的，用來modify那個「說」字的，形容「說」字的，我有保留地講，講什麼？講一

切法都「無生無滅」的；一切法都是「本來寂靜」的；一切法都「自性涅槃」的。

「何以故？」我為什麼，我為什麼依據「相無自性」來講呢？

「若法自相都無所有，則無有生；」一句。「若」即是如果，如果諸法，那些事

事物物，那個自相，「自相」即是自性，「性」、「相」兩個字是通用的，「自相」

即是它自己的體相，即是本質，一切法的自己的體相都無所有，根本就不存在的，這

樣的話，則無有生，何來有生呢？它都沒有，無這種東西，這樣就解釋了「無生」

了，「無滅」了，「若無有生，則無有滅；」有生然後才有滅的，生尚且無，滅從何

來呢？這樣就解釋了「無滅」了。

下面了，「本來寂靜」了：「若無生無滅，則本來寂靜；」那種東西是無生無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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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從何處起煩惱？去那裡找煩惱來騷擾它呢？這樣，「若本來寂靜，則自性涅

槃。」如果這種東西本來是寂靜的，沒有煩惱的，既無煩惱它怎會造「業」？是嗎？

無造「業」我又怎會受生死輪回呢？既無生死輪迴，即是本然就是涅槃了，「自性涅

槃。」可以了！不用都可以了！為什麼說它「無生無滅」就「自性涅槃」？再加多一

條尾巴來解釋而已！

他說：若無，「於中都無少分所有」，無生無滅的，能夠「相無自性性」，那個

「相無自性性」得個空的名詞而已，在這個空的名詞裏面，都「無少分」，「少分」

者，即是英文的 little，一點點都沒有的，所有都沒有的，都沒有東西了，無少少東

西可以、需要令我們修行，令他去般涅槃的，「般涅槃」即是入涅槃，無需他入涅

槃，沒有少分東西要令到我們，令他般涅槃的，「般涅槃」即是入涅槃。如果普通，

涅槃那樣，梵文的字就是 nirv na,ā 或者 parinirv aāṇ 梵文有兩個字的，普通就 nirv naā

就是涅槃，涅槃是 noun來的，名詞，如果你是動詞，我現在入去涅槃了，去證涅槃

了，就是什麼？parinirv aāṇ ，現在入涅槃了，般涅槃，par。它既然無生無滅了，沒

有東西了，沒有東西存在，「勝義無性」了。

庚二了，我又約「勝義無性」來解釋什麼？解釋「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

自性涅槃。」這幾句。裏面又分四，辛一是標，「標」即是舉出大旨。辛二，

「徵」，反問，那個「徵」字當外人反問，辛三，「釋」，解釋；辛四，「結」，結

論。現在辛一，標：他說：「善男子！我亦依法無我性所顯(的)勝義，」不是！「所

顯 (的 )勝義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

槃。』」標了。他說：「善男子啊！我就不是只是依據「相無自性性」來到解，說

「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我亦都依據，依據什麼？

依據那個「勝義無性」，那個「勝義無性」是怎樣的？「勝義無自性性」是怎樣

的？「是由法無我性所顯的」，「法無我性所顯的無自性性」，怎樣「法無我性」？

「無我」即是「無自性」，那個「我」，你解釋那個「我」，那個「我」字當主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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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解，主人翁那樣解，沒有的，一切法都沒有那個永恆不變的主人翁的，叫做「無

我」，又「無自性」，「無我」即是無自性。所以「無我」即是我空，「空」有兩

種，一種就「人空」，一種就是「法空」，「法」即是事事物物，「人空」就是個人

的人生是空，「法空」就是一切事物都空，本來「法空」就包括了「人空」的，「人

空」即是空去一個「我」而已，那個「我空」又叫做「我空」 (「人空」)，「我

空」、「法空」，「空」就即是無自性，「我空」就即是「我無自性」，「法空」即

是「法無自性」。是嗎？

我亦依據一切「法空」，那個「法無我性」即是「法空」，「法空」什麼？「法

空所顯」，什麼叫做「法空所顯」？這個勝義諦、這個真如我們見不到摸不到的，要

怎樣？要用我們的智慧去 touch它的，我們的智慧能夠 touch它的，一定是一種特

殊的智慧，一種特殊的智慧，什麼特殊的智慧？那種叫做什麼？沒有概念的，無分別

的智慧，分別者，有分別即是有概念，有 concept，無 concept的，直接 touch那

種東西的，那種無分別，無分別智就要怎樣？要普通不起的，要在定中才可以起，定

中就修觀，入定不外就是修止與修觀，止，止字的意思即是 stop，把所有的妄念

stop了它。

觀就是meditation，止、觀合起來就，我們就叫它做meditation。這樣，或者

你可以說meditation就是觀亦可以，因為那種觀一定是在止上面觀的，當我們修

行，又修止，又修觀的時候，修止，就把那個精神凝聚，就叫做「止」，止，一路修

止，就是我們的那些精神集中、集中不散亂，這樣止，我們漸漸就入了初禪，初禪，

再漸漸地入了第二禪，再漸漸地入了第三禪，在每一個「禪」裡面我們都修觀的，再

漸漸地入了第四禪，修止最高就是第四禪，這樣在第四禪裏面我們一樣要修觀的，在

初禪我們有meditation，第二禪我們又有 meditation；第三，meditation即是冥

想，冥想，第三禪、第四禪時一樣有meditation，不過在第四禪裏面去meditate，

就是很清楚的，初禪、二禪、三禪都不及它，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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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在第四禪裏面就去觀，修觀，meditation，怎樣meditate呢？就是怎樣？

用修那種「無我」，修那種「無自性觀」，怎樣觀呢？這個「我」是由「色、受、

想、行、識」，或者由「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

等等組合而成的，所以那個「我」是無自性的，那個「我」是空的；二，五蘊裏面的

「色、受、想、行、識」，或者「眼、耳、鼻、舌、身、意」等，每一種東西跟著又

觀它，都是空的，現在的「我」是空的，那個「我」所住的世界，這個山河大地、日

月星辰都是無自性的，都是空的，這樣，我又空，物又空，物我俱無，物我兩忘了，

物我皆空，物我皆空，空了之後剩下個空的 concept，概念，連這個 concept都是

空的，把它亦空了。

這樣連那個 concept 都空了，連 concept 都空了它，一路到最後，無

concept，全部沉沒了，那時，不是說等於死物，有一種智慧照出來，有一種

wisdom出現，但是無 concept的，無分別的，不會有善、惡，有 concept，有個善

的 concept，對面就有個惡的 concept了，有一個正的 concept，對面就有一個邪

的 concept了，沒有的，absolute的，沒有相對的，沒有 compare的，沒有的，那

時，沒有 compare，根本就連那個 concept的 image都沒有的，好像直接接觸空無

所有那樣的，其實不是空無所有，「空無所有」即是什麼？沒有了那個 image，那

個就是真相，真相，那個才是你自己生命的本質，你的 life的本質了，同時亦即是這

個 reality了，這是宇宙的本質了。

這樣，當你入了第四禪的時候，在那裡meditation的時候，修觀的時候，你就

觀到什麼？一切都「無我」，一切都「無自性」，那個我又無自性，物亦無自性，什

麼都無自性，連那個「無自性」這句話都是無自性，全部概念都沉沒，那個時候所顯

露的，望出去的時候，一點影、一點 image都沒有的，那時是什麼？猶如虛空，那

個就是勝義諦了，所以勝義諦就是一種什麼？

法、修了「法無我性」的觀，這種meditation，這種觀，用這種觀來顯露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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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本來都是存在的，不過它那時才顯露，這個「法無我性所顯的勝義無自性性」，

他說，我依據這個這樣的「勝義無自性性」來到密意地這樣說，怎樣說？我說「一切

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因為那個 reality，那個宇宙本體，這個

我們的生命的本質，並無有生滅的，永久恆存，無生無滅的，既然無生無滅了，即是

不變了，不變就是無生死輪迴的，有生死輪迴就會變了，沒有，所以本來寂靜的。既

然本來寂靜，都不用修了，本身就是涅槃。知道嗎？這樣就解釋了，其實我剛才已經

解釋了，現在你再讀就更加清楚，剛才是我講的，這些是佛講的。

下面辛二：徵問，當外人不明白。「何以故？」那個勝義生不明白。為什麼你這

樣講法？下面釋，釋迦佛解釋了。解釋是怎樣？分兩段，壬一、壬二，壬一，總標三

因以答徵詰。總標三個原因，三個理由，「因」就是 reason原因，理由，來到答他

的徵詰，「徵詰」即是反問，壬二，重舉三因，再重新把這三因再舉出來，來到釋，

解釋這個無生滅。他現在是先總標，總標壬一，總標三因，以答這個徵詰。

下面，這句比較難解一些。留意了：「何以故？」下面了：「法無我性」，

「法」字上面應該有一個小小的括弧，有一個方括弧在的，「法無我性」所顯的那個

「勝義無自性性」，「於常常時」，時時如此，「常常時」，過去一向如此，「於常

常時」，「於恒恒時」，以後還是如此，「恒恒時」，明不明白？「常常時」即是以

往如此，時時如此，「恒恒時」是以後時時都如此，「於常常時、於恒恒時」法性，

都「諸法法性安住」，「諸法法性」，你這樣讀又得，有個標點，「於常常時、於恒

恒時諸法法性」，(comma)又得，然後，「安住、無為，一切雜染不相應故。」這

樣又得。

你這樣，或者第二個標點法，「於常常時諸法法性安住」 (comma)，然後「無

為，一切雜染不相應故。」一句。這一句難解一些。是嗎？他說，那個勝義諦，用

「法無我觀」這個觀，去顯露出的那個「勝義無自性性」，這個即是真如，即是宇宙

本體，這個宇宙本體「於常常時」，以往一向都是常常時如此，「於恆恆時」，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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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常常都是如此怎樣「如此」？「諸法法性」，是一切法，「諸法」即是

universe，是宇宙萬物的法性，「法性」即是本質，「法」的本質，「法性」即是

reality即是本體，一切法的本體，就是「諸法法性」，「諸法法性」它是怎樣的？

「安住」的，不變的，安住、永恆住在這裏，安然住在這裏的，這一點了，一句，一

個理由。因為它「安住」，所以不會有生滅。是嗎？

第二，既然「安住」，就是無為，無動作的，有生、有滅就有為了，譬如我以前

未飲水，現在飲水了，就是「有為」了，有造作，「為」就是造作，既然是「安

住」，就一定是無為。第二是無為。第三，「一切雜染不相應故」，一切雜染與它無

關，何解？它都是無為的，它都沒有去造「業」，你說它去作惡嗎？善都不作，莫講

惡就更加不作了。是嗎？它是無為的，是嗎？既然不作惡、不作善，怎會有生死輪迴

呢？「一切雜染」，「雜染」是什麼？「雜染」即是不清淨的、混濁的東西，雜染又

一個名叫做「有漏」，有漏，有那種「漏」即那種煩惱，有煩惱，「貪」、「瞋」、

「癡」等煩惱，有漏，即是雜染。

雜染有三種，記住，雜染有三種，叫做「三雜染」，要記的，第一，叫做「煩惱

雜染」，「貪」、「瞋」、「癡」、「慢」等，這些煩惱，這些煩惱是混濁的，雜染

即是混濁，令到我們整個生命，令到我們整個心都是混濁的，所以這些煩惱就叫做

「煩惱雜染」。即是十二因緣的那個什麼？「無明緣行」的那個「無明」了，是嗎？

由有煩惱，我們就會怎樣？作「業」了，或作善業，或作不善業了，作些有漏的業

了，有漏的業，無漏的業不算的，無漏的業不是雜染的，由有煩惱就作出有漏的業

了，有漏的善業或惡業了，有些有漏的善業的，有漏的善業或惡業，這種業因為由煩

惱造出來的，和煩惱在一起的，結合的，所以叫做什麼？

「業雜染」了，由有「業雜染」，有了煩惱又有「業」，即是什麼？「十二因

緣」有了「無明」有了「行」以後，就有了什麼？「識」、「名色」，有生有死那些

東西了，「生」就生死了，叫做「生雜染」了，生死也是混濁的，由「煩惱雜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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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業雜染」，「業雜染」產生「生雜染」，在「生雜染」裏面又起煩惱，「煩惱雜

染」，由「煩惱雜染」又造「業」，在「生」裡面又作「業」，「業雜染」，由「業

雜染」又造什麼？「生雜染」，以後輪轉無窮。這樣，雜染，一切雜染，即那三種雜

染，都不相應，「相應」者，即是有關係，是無關係的，不發生關係的。既然與一切

煩惱都沒有關係的，又無為的，即是怎樣？「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明

不明白？

在這裡解釋那裡。「安住」所以「無為」，是嗎？「無為」所以就不會有煩惱，

作業，就一切煩惱，這三個因，「於恆恆時」，「於常常時，於恆恆時諸法法性安

住、無為。一切雜染不相應故。」這樣標點也行。你喜歡說，「於恆恆時諸法法性，

安住、無為，一切雜染不相應故，」這句這樣的經，如果不是有圓測法師的疏，我們

很容易解錯的，是嗎？我們很用這樣解的：「於恆恆時諸法法性安住」，是嗎？不

是！「諸法法性，安住無為」，是嗎？「一切雜染不相應故。」如果我們這樣解，就

全解錯了。好彩就有圓測法師的疏，圓測法師。那麼他一定沒有錯嗎？不會錯，他是

玄奘法師的弟子，這本經是玄奘法師譯的，他親自聽，請教過玄奘法師，很多東西去

問玄奘法師的。

聽眾：羅公，這一堂，這一節，簡單來講，即是勝義諦不與雜染相應。

羅公：是。

聽眾：是不是這個意思？

羅公：是，不相應。但是，又要〔知道〕，一切雜染的東西，都是勝義諦上面的

「用」，勝義諦是「體」。這樣的這種思想，到後來禪宗的六祖就怎樣？「自

性」本來清淨，本來如何如何，後來禪宗很多法師的，他不過用那些禪語來講

而已，其實都在這裏，而這裏那麼多東西，是佛講就好了，不是佛講的又如

何？萬一不是佛講，我們豈不是上當？不會的，你以理為宗，不合理的，你就

不要信，是嗎？

聽眾：是。

羅公：第二，這個都是由小乘經演變出來的，「一切法無自性」是什麼？「三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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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的小乘經裡面的嘛！「諸行無常」，「無常」即是有生有滅了，講生生滅

滅了，一切輪迴什麼的，都是無常的，是嗎？「一切法無我」，「無我」即是

「無自性」，「無自性」即是「空」，不就是「諸法無我」？是嗎？「涅槃寂

靜」即是佛教徒相信有涅槃的本體的涅槃，一樣，這個「勝義諦」是什麼？即

是涅槃法印，這是「本體」而已。

如果你說，我不信大乘經，那就信小乘囉！是嗎？不過小乘經就沒有它解釋得這

麼明確清楚那樣解而已！它就清楚，又不會違背小乘的，這樣講法，你以為我們現在

很聰明嗎？你以為以前龍樹那些是傻仔嗎？龍樹，他比我們聰明得多，龍樹、世親的

那些，他比我們聰明的！龍樹、無著、世親那些，甚至中國的玄奘、窺基、鳩摩羅

什，道生那些，實在那些人個個都比我們聰明的！它們那些人都乖乖地信服。我們懷

疑一下，有時都應該，但是我們不需要太過，只要不迷信便夠了，不要太過懷疑，太

懷疑，極端的懷疑論不好的，極端的獨斷也不好。

哲學上，哲學上有一個部門，就是研究我們的知識的，研究我們的

knowledge，叫做 philosophy of knowledge，這個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又叫做 Epistemology，認識論，知識哲學，研究知識哲學的，有初期研究知識哲學

的大概三派，從一個角度來看有三派，一派就是獨斷，「獨斷論」，認為我們所見到

的世界確是如此的，我們見到的，還不是真的？獨斷。哪個說過獨斷？何解要說它獨

斷？你看它這個世界就認為這個世界是真的，你說他獨斷？不獨斷？你所看到是真

的，即是你所知、所識的東西，你所知道的是正確的，你怎麼知道你是正確的？是

嗎？

一個色盲的人，看到五顏六色他說它是灰白的，看到的，還有假的嗎？假就是假

的，因為你色盲嘛！是嗎？很多，我們都不檢討我們的知識是否靠的住，我們就貿貿

然就認為我們見到的境界就是真的東西，這個就是謂之獨斷論，這些是小獨斷而已，

大獨斷是什麼？大獨斷就莫如宗教了，宗教是最大的獨斷，何解呢？譬如這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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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那樣，聽見人講，說有生死輪迴，他都不去檢討就以為真是有了，這就是獨斷。你

如何知道？第二，有些人信奉有一個神，你怎知道有神？你又未見過，見過，你說

有，還可以獨斷都有些理由，見過都未必真，未見神，誰見過神？哪個牧師見過神？

但人人都說有，你一稍為有懷疑，他就與你拗生拗死，幾乎想打那樣。所以凡是宗教

都是獨斷論。是嗎？

中國古代，整天講道德的又是獨斷論，怎樣呢？儒家的人說，「三綱五常」這種

是一切道德，總攝一切道德的，「三綱五常」，什麼叫做「三綱五常」？「君為臣

綱」，君是要控制一切臣子的，臣子是被人君殺你的，君臣好像岳飛那樣，秦檜拿著

皇帝的命令說要叫他回來，他就乖乖地回來，關到監牢裡，他就進監牢，說要殺他就

乖乖地被殺。是嗎？「君為臣綱」，皇帝一不高興就隨時賜你死的，還「賜」你！要

你死還要「賜」！第二是「父為子綱」，老爸控制一切，家長。「父為子綱」。第三

「夫為妻綱」，你太太全部都要聽的丈夫的命令的，他控制你，叫做「三綱」。「五

常」是什麼？「仁、義、禮、智、信」。

還有，除了「三綱五常」之外，還有所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其實「五倫」之中，現在只有「四倫」了，何來有「君、臣」？是嗎？民

主國家無君臣的，你說國家，國家就不是君臣了，國與人民是國與民，國與民與君與

臣不同的，所以「五倫」就不見了一倫。還有「三綱」全部都沒有了！有沒有君？沒

有君控制你了。是嗎？無疑這樣，你在加拿大入籍，你都要宣誓效忠女王的，但是這

是要 by law的，不是就這樣，她女王叫你死，你就死這樣解的，都不能完全是

「綱」字。這樣的「父為子綱」，我就「綱」不定了！你們各位看看能不能「綱」得

到？

聽眾：無囉！無囉！

羅公：是嗎？你綱不綱的定？

聽眾：無囉！無囉！

17



羅公：「夫為妻綱」，動不動就說離婚，「綱」什麼？是嗎？沒有了！「三綱」已經

完全都沒有了！

還有「五常」，「仁、義、禮、智、信」都還應該有，「五倫」應該已經不見了

一「倫」了，已經不同了，但以前的人說什麼？三綱、五常、五倫是什麼？「如日月

經天，江河行地。」何解？你學一下國文，道德，「三綱」、「五常」、「五倫」這

些，猶如什麼？「五常」等於「天上之有日月」，沒有日月，天都不成天，我們都看

不到，「猶如日月之經天，猶如江河之行地」，長江大河在地上行，如果沒有水，沒

有它，我們全部渴死了！是嗎？舊時是這樣的，現在，以前怎樣？沒有人敢批評一下

的，是嗎？你批評一下，殺頭都有份！你說檢討一下應不應該君為臣綱，我恐怕你那

一族人都不得了！是嗎？

所以，何解這樣？那些讀書人就獨斷論，你怎知道這就是什麼(對的)？太過獨斷

論不好的，最獨斷的莫如宗教了，所以很多人反對宗教，是有理由的，佛教是不是？

我就覺得佛教不是宗教來的，佛教只是一種人生的修養而已，佛教不拜神的。宗教一

定要相信有一個創造主，有個創造天地的的神，縱使你不相信有一個創造天地的神，

只是相信那些成堆的神鬼，控制人的禍福的，佛都不信這些，又不拜的，你不拜？在

寺裡面？拜是那些人去拜而已！是嗎？你不拜一樣可以的。是嗎？這樣，沒有的。所

以宗教就是那些獨斷論，有很多都是獨斷論的，動不動就那樣，那些以前的老人家教

子女：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自古以來就一定對嗎？

自古以來？那些就是獨斷論，獨斷論。凡是獨斷論，都有問題的。好了，有些哲

學家認為，有些認為怎樣？好了，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世界的真相是怎樣的？我們

可不可以知道？於是有兩派人，一派就說，我們見到的就是真的！這個就是什麼？獨

斷論，你怎知道你的知識、你怎樣知道你的眼有沒有問題？怎樣知道你的思想有沒有

問題？你都未檢討過你的知識靠不靠得住，你就貿貿然說這個世界你可以知道？這是

獨斷了。與獨斷相反是懷疑，什麼都假，一切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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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懷疑論就是假的，懷疑一下是好的，譬如你說，君為臣綱對不對？用來檢

討一下，懷疑一下，這樣就好，相對都懷疑一下好，一切都懷疑就不行的，一切都懷

疑會怎樣？那些人會去自殺，這個世界根本是虛的、幻的，都不知道是不是的，一切

都懷疑，絕對的懷疑論無用，什麼都不成立，一切真理都是假的，如果這樣，世界就

沒有真理了！一切都懷疑，所以絕對懷疑論也不好。

這樣就折衷，這就是什麼？批判論，叫做批判論。將它來到在這個獨斷與懷疑之

間，就有兩派產生，一個是批判論，德國的那個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

1804)，檢討、懷疑就不是絕對不好，但是有些是過份的就不行。有些獨斷，太過獨

斷固然是不行，但是完全、完全否定我們的知識的判斷能力也不行的。在中間處來檢

討，這叫做批判論。另外有一派也是中間的，懷疑獨斷這家，叫做「實證論」，這個

實證到的東西，我們非信不可，不能懷疑，不用懷疑，但是其他的東西，實證不到

的，我們應該要檢討，「實證論」。

譬如最好了，佛教思想就最好，《解深密經》這類思想，就是佛家思想就是實證

論，批判論，你看佛家，說「無自性」，就將「無自性」來檢討，批判即是檢討。我

們講到這裏，重舉三因，我們讀一讀《心經》罷了。這個「重舉三因」說來話長，重

舉那個「三因」。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羅時憲之《解深密經》，1988年 12月 24日。

羅公：幾頁？

聽眾：32頁了。

羅公：32頁了，是嗎？

聽眾：結尾了，講 33尾了。

羅公：這樣，上文就講到，解釋了那幾句經了，是嗎？那幾句是什麼？「一切法皆無

自性」，是嗎？「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般若經》就講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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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這幾句分成兩段，「一切法皆無自性」，一段；第二段就是「無生無滅，

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又一段。「一切法皆無自性」，何解說「一切法皆無

自性」？「無自性」即是「空」，「空」不是這麼籠統就說一個「空」字的，

「一切法皆無自性」，即是說所謂「空」是依據什麼？是依據「三無性」來講

的。是嗎？三種不同的「空」法，一種就是「相無性」，這種東西根本就是

「體」、「相」全無的，「相」即是體相，「體」、「相」全無的，即這種東

西是不存在的。這樣「空」法。第二種就叫做什麼？記不記得？陳太？

聽眾：生無性。

羅公：生無性，是嗎？生無性，因為要與眾緣和合而生它出來，它自己本身的本質是

無的，叫做生無性，這樣空法(形式)，這種不是完全空了，空得來有渣(內容)

的，是嗎？

第三是「勝義無性」，是嗎？是什麼？空了一切執著，空了「人執」、「法

執」，全部空了之後，自然所顯露的那個勝義，那樣就不是真的空，這個是實有的，

是嗎？叫做「勝義無性」。這樣，這個空，然則所謂「空」，就分三種，三種程度不

同，一種就是全無此事，「相無性」那樣的空法，一種是假，有是有，但是假的，

「生無性」，一種是真正有的，所以是妙有的，這是勝義來的，「勝義諦」，這個是

「本源佛性」來的，聽不聽得明白？

「本源佛性」何解是「空」？要空了一切執著然後才顯露它出來，所以叫做

「空」，這個真空是不「空」的。好了，這樣即是依據三無性而說「空」，而說「一

切法皆無自性」。這樣以後你聽人講空，你的心就了了然，所謂空是怎樣「空」法？

自己心裏面有數，那個講的人如果未讀過《解深密經》，未學過唯識的，根本他是烏

sir sir(糊里糊塗)都說不定。現在很多人滿口都是講空，怎樣「空」法他都不大清楚。

第二段叫做什麼？一切法都什麼？

聽眾：「無生無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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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何解我這樣講呢？是依據兩個「無性」

來講的，哪兩個「無性」？

依據第一個「相無性」，是嗎？第二個是什麼？最後那個「勝義無性」。因為

「相無性」的東西本身不存在的，不存在就何來有生？是嗎？譬如一個人都沒有兒

子，你問它何時生子，不就是得個戲論？是嗎？既然不存在，所以「無生」，既「無

生」，何得有滅？「無生無滅」，既「無生無滅」，即沒有這回事，那就怎樣？何來

有起煩惱、紛擾呢？「本來寂靜」，既然「本來寂靜」，有需要去修涅槃嗎？不用

了，根本就沒有這種東西，自性，「自性」即是本然，本然就是涅槃，依據「相無

性」，所以這樣講。

第二是依據什麼？「勝義無性」，空盡了一切執著，那種空的智慧所顯露出來的

這個勝義，這個「勝義」就沒有一切執著的，是由那個空了一切執著才能顯露它出來

的，叫做「勝義無性」。這個「勝義無性」，既然它是「勝義無性」了，這個本來就

存在了，是嗎？未有，這個、這個本來存在的什麼？這個即是宇宙的本體，未有這個

世界，這個世界未出現，它已經，前一段它就已經存在了，你數它從哪時開始存在是

數不到的，什麼時候會終結而死？它沒有死的，既然找不到它的起點，幾時來？又找

不到它的終點，什麼時候死，所以無生，無生亦無滅了。

既「無生無滅」，即是怎樣？無為，「無生滅」就是無為，既「無為」，怎會有

什麼？紛擾呢？本來寂靜，無為本來就不會起煩惱的，是嗎？你都「無為」，何來有

煩惱呢？是嗎？你說，無為即是真如，真如是無為的，真如都會起無明的，真如起無

明，這是華嚴宗人的講法而已！是嗎？其他宗都不承認它這種講法的，而且這個不是

佛講的。是《大乘起信論》講的而已。

《大乘起信論》馬鳴菩薩是第八地了，那就與佛差不多了！是呀！如果真正是馬

鳴菩薩，當然就與佛差不多了！但現在那些人考據它，《大乘起信論》都不是馬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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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可能是中國人自己造的，什麼時候翻譯出來的？都無證無據。說是陳朝的那個真

諦法師譯的，但是古代，古人將真諦法師所譯的經記載起來，但沒有記《大乘起信

論》在裏面！這樣，縱使你不說它是假，但你都不能拿來作為證據了。所以你說，無

為的東西忽然間會有不寂靜，還會起煩惱的，這個是講不通的，既然是「本來寂

靜」，是嗎？既然本來寂靜，何須去求涅槃？本身就是沒有生死輪迴，「自性涅

槃」。

是依據什麼？依據「勝義無自性性」依據第一個「相無性」、第三個「勝義無

性」，依據這兩個「無性」，說「一切法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聽不聽

的明白？「自性涅槃」，所以「無自性」，「無自性」的那種狀況叫做「無自性的

性」，是嗎？已經解了，是嗎？我已經第三次複述了，我特別第三次複述，可見這幾

句之重要，所以你以後，開口就聽見人說空，閉口也聽見人說空，尤其那些不知所謂

的，佛教的經都未看過，過開口就說你們四大皆空，你見到那些寺門又就叫做空門，

亂講！什麼「空門」？不空都可以的！是嗎？其實這樣很侮辱的，是嗎？

好了，剛才就講起那個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它選了一本語錄，語錄裏面有一篇

序，序裡面有這樣說：當我們未開悟之前，見山即是山，見水即是水，是嗎？當我們

開悟之後，當我們開悟的時候，見山就不是山，見水就不是水。當開悟了之後了，過

後了，會怎樣？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雍正講的。你識不識解他這句話？識不

識？未開悟就見山說它是山，見到水就說它是水，這是什麼？

聽眾：「遍計所執性」。

羅公：「遍計所執」了。這個實在是「相無性」來的，他只是看到「遍計所執性」，

開悟的時候，正在開悟的時候，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這是什麼？

聽眾：勝義諦。

羅公：「勝義無性」。是嗎？無相的。是嗎？開悟之後，過後了，見到山還是山，見

到水還是水，這是什麼？

聽眾：「依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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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了，「生無性」了，是嗎？這個「依他起性」，不同了，是嗎？很懂的！雍

正你不要說他怎樣，是嗎？33頁，是嗎？好了，重舉三因，釋無生，是嗎？

聽眾：壬二。

羅公：什麼？壬二，重舉三因釋無生等。

壬一，他這樣說，這個「勝義無性」，即是這個真如，亦即是這個「圓成實性」

是什麼？是「法無我性所顯」的，「法無我性」即是我們的觀，用「法無我」的觀，

「無我」的觀，即是「空觀」，「法無我性」，這種用「法無我」這種觀，所顯露出

來的，即完全破了一切執著，那個「無自性性」，用「法無我性」這種觀，所顯露出

來的那種無自性的狀況，「無自性」的「性」，這種所謂顯出來的「性」即是什麼？

「勝義諦」了，是嗎？這個是什麼？這個「勝義諦」即是真如，即是現在是宇宙的本

體了。

這是怎樣的？「於常常時、於恒恒時，諸法法性安住、無為，一切雜染不相應

故」。這個勝義諦「於常常時」過去「常常時」都是如此，「常常時」，即「恒恒

時」，「恒」與「常」一樣解，過去的，常常都是如此；未來以後都是如此，「恒恒

時」即是未來，很多個解釋的，「常常時」，「恒恒時」，我不過用這個解法，即是

不論什麼時候，諸法法性都是怎樣？一切法的法性，「法性」兩個字是解什麼？

「法」即是事物，「性」者，本質，一切事物的最後本質，即是什麼？「法性」

的名譯做什麼？真如的別名，這個勝義諦有很多名的，記得嗎？我現在舉幾個試一

下，勝義諦又名叫做「法性」，一切法的實質，「性」即是實質，本質，一切事物的

最後的本質叫做「法性」。現在那些人講空宗就叫做「法性宗」，是嗎？法性宗，唯

識宗叫做「法相宗」，這樣，這個勝義諦又叫做「法性」，這個「法性」要怎樣才顯

露出來的？要用「無自性」的觀，這個空觀所顯露出來的，由空觀所顯露出來的特

性，又叫做什麼？「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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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心經》的「色即是空」就是這個空性了，又名叫做「空性」，這個空性是

一切，是 absolute的，絕對的，你看一下前面，絕對的，一切那些相對的概念所不

能代表的，不能表的，不可言說的。從這一點來講叫做什麼？無異，是嗎？無異，

「異」者即是二者相對。譬如你說善，就有一個惡與你相對，勝義諦非善亦非惡，它

無異的。《維摩經》就叫做「不二」，這些叫做有為法，那些是無為法，都已經是什

麼？相對了，「非有為亦非無為」，然則，有生、滅沒有？非生滅亦非不生滅，一切

皆「非」的。因為一有了相對的概念就「異」了，「異」即是相對了。它沒有的，無

相對的，所以叫做「無異」。

《維摩經》叫做「不二」。還加了個「法門」兩個字。其實「不二」，這是勝義

諦來的，他整一個「法門」就更加令人難解。何解叫做「門」？它是一道門嗎？是

嗎？真是難，難了的，原來那個「門」字怎樣解？很多人解錯，解成了一個門那樣，

一切佛法在那裡出來。那樣。這樣解法就該煨了，就弊了！是嗎？門者，沒有錯，很

多人都由那裡出，無錯，譬喻的，宇宙間的一切善善惡惡、好好醜醜，一切一切的東

西，都是由這個本體所顯然、呈現出來的，好像那個本體猶如門那樣，一切事物由它

出現，由那裡出來的，所以叫做「門」。

一切諸法，「法」即事物，一切諸法之門，這個不二的，absolute的，絕對

的，一切諸法之門，即是本體，即是勝義諦，這樣就叫做「不二法門」，又叫做真

如，是嗎？因為種種東西都是假的，它就是最真的，所以稱之為「真」。常常都是如

此的，永恆不滅的，所以叫做「如」。又叫做什麼？又叫做「實際」，「實際」，很

多名的，又叫做「諸法實相」，又叫做「實相」，很多名的。

你以後讀到這些名都是什麼？都是勝義諦來的，這樣，勝義諦是諸法的「法

性」，既然是諸法的法性，所以就「安住」了，有三個因，第一個因成立，這個是勝

義諦，第一，諸法的法性所以安住，第一；「安住」，「安住」者，即是永恆存在

的，不會滅的。「安住」。因為它「安住」，既然是安住就不會有為，「為」即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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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會有造作，會有造作就不得安住了，何解？何解會造作就不是安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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