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最尾一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如果是協韻的就讀「寤寐思服 (北

音)」。協韻的。那就怎樣？那些人出去取那些荇菜，那些海草，「左右求(流)之。」

左邊又去拿，右邊由去拿，「流之」，「流之」，撈起它。「窈窕淑女，」一個這麼

好的女子，「寤寐求之」，那個男子夜晚睡覺時又想著她，白天也想著她，「寤寐求

之」，「求之不得」，如果他找不到、娶不到她做老婆就輾轉反側，夜晚都睡不著

了，兩頭轆(輾轉)。輾轉反側了。

好了，一首這樣內容的，這樣今文家的看法與古文家的看法有什麼不同呢？今文

家之中就有三大派，其餘那兩派怎樣解釋就不知道了，其中有一派，韓，韓國的人就

這樣解，他說這首詩是什麼？文武成康，周朝的那個康王 (周康王，約前 1040－前

996)，康王本來是一個很好的皇帝，一個國王，一個君王，但是後來康王就一定是得

了一些很好的女子，好像唐明皇得了楊貴妃之類，就晏(晚起)起身了。有一天早上很

晏起身，本來一個做皇帝的，要出朝，晏起身出朝，晚些應無所謂的，是嗎？誰知那

些詩人就批評他了，就借這首詩來批評他，不敢直接指出他：那些好女子，那些君子

整天那個心是戀著她的。等等各方面。因為那個康王有一天早上晚了起身出朝，所以

那些造詩的人就寫這首《關雎鳩》來諷刺他的。

如果這樣，這首詩就是諷刺別人的。古文家就那個毛公(毛亨， 公元前三约

至二世紀間)，毛公、現在我們讀的詩是毛詩，毛公造傳，毛公說什麼？毛公就

這樣解，他說周文王有很多，周文王有個很好的老婆，非常賢德的，她怎樣？

她擔心其他的壞女子搞壞她的丈夫，她想多找幾個好的女子，來做他妾，做他

的妾侍來服侍周文王。「樂得淑女配君子」，所以就做了這篇詩。古文家就這

樣說。於是那些人就說他：根本就不合理的，做老婆怎會先找好妾侍給丈夫

的？這個講法都不合理的！現在看就不合理，但是古人看是會合理的。這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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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不同了。好了，近人又有看法，兩說這樣矛盾，怎搞？於是人就說什麼？

胡適之這班人就這樣看法了，朱自清那些就這樣看法了，他說這首詩是什

麼？亦不是說康王晚起那些詩人諷刺他，亦不是文王的老婆要找那些好女孩來

服侍周文王，兩個都不是！古文家、今文家都不對！是怎樣？要用新解釋，是

怎樣？他說「關關雎鳩」，看那首詩的內容，就是那些人結婚的時候，那些人

用來唱的，結婚的時候會唱詩歌的，用來唱的，賀他結婚的。亦不是諷刺，也

不是說大太太想多找些妾侍給丈夫，都不是！是結婚時是用來唱的。意思即是

這樣：「關關雎鳩」，那些雎鳩鳥，一公一母，一公一乸(母)不會搞亂的，就

是表示那些男女，那個女子的貞潔，和諧、表示他們夫婦的和諧，同時表示在

她還未結婚前，他的丈夫已經很想找到她了。是結婚的時候在新人面前唱的

歌，歌頌他們而唱的，是結婚唱的歌。現在人是這樣解。

這樣，如果你說我教一下《詩經》，果好像我現在這樣講一下就無所謂，如果大

學裡請你做講師，你講《詩經》，一開首第一個就是《關雎》，你一定要講什麼？文

家這樣講法，古文家這樣講法，還要能寫出來，今文家某一本書這樣講；古文家又怎

樣講，你寫出來，這樣交卷的，不是說這樣就行的。然後舉得出了，(然後)你才告訴

他，我認為，你可以這樣說，古文家不對，今文家也不對，我的意見認為是這樣。但

是你說你的意見這樣講，你一定要先講別人的意見，就好像你打太極拳，你說我是羅

家，你要怎樣？你要講得出淵源，我是從吳家處學來的，或者是楊家那裡學來的，我

怎是樣將它改變的。學問不是、不是很容易，拿住本書就講了！這些是害死人！這些

將來再讀下一段你就知道那班人的罪過了。

第 40頁就是什麼？明弟子計，是嗎？即是受了那個老師的影響的那些人，那些

弟子。這樣，那些弟子也分成兩派，一派就信老師的話的，一派就不信老師的，分

二，癸譯與癸二，別釋二計，把弟子中的兩派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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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分二，子一、子二，這種人怎樣？依文隨言執著人，聽了老師的說話，就

跟住那些話起執著，一種；現在這種人最多的，佛教徒一聽到、跟到老師之後，就全

部依著他所聞的說話來執著，以為死執一種，一定是這樣的。第二種就「不隨其

見」，不信人，他不信老師的見解，他不信佛的，不信那些講「空」的經。

你看，第一種，子一，依聞隨言執著人。依住他所聞的教理，跟著他(老師)的話

來執著，以為是這樣了。這樣裡面分兩點，丑一，明如言起執，說明他依照所說的話

來起執著，然後丑二就是顯，「顯」就是指出，指出他的執著的過失了。

現在丑一，明如言起執。你看經：「復有有情，從他聽聞，謂法為法，非義為

義，」這裏先半句。又有些眾生，「從他聞法，」跟錯了老師，跟錯了老師，那個

「他」是指那些人，「聽聞」，這些人，老師又教他什麼呢？這個老師又半桶水，

「謂法為法」，佛所講的不了義經是法，他說對！是佛講的沒有錯，「非義為義，」

他不懂得那本經裏面的道理，就以「非義」，以不合義理的以為它是義，即是你們現

在十個有九個讀《金剛經》那樣，「謂法為法」，是呀！這部《金剛經》確是佛說

的，是對的，是好東西，「謂法為法」，但是「非義為義，」他全部解錯了！以「非

義為義，」連那幾句都是解錯，還解得有聲有色！

「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解得有聲有色，「無我

相」、不要執著有「我」；「無人相」、不要執著他人；「無眾生相」、不要

執著那麼多眾生；「無壽者相」，不要以為我是老人家。根本就都錯了！這些

就是「非義為義」了！何解？他都不明白！是嗎？他都不明白，印度人除了佛

教之外，很多宗派都執著有一個靈魂，有個「我」，好像基督教執著有一個靈

魂那樣，執著有個「我」，那個「我」，各派都執「我」，而所執的「我」的

名稱就不同，有些那個「我」，即叫那個靈魂，叫那個「我」做「我」的，那

個「我相」，有些就叫它做「人」的，puruṣa「人」的，有些，現在有些中國

人就叫靈魂，有些人叫它做「眾生」的，有些人叫它做「壽者」，即是「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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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這些都是靈魂的別名，「我」的別名。西方人都識解，但是現在今天的

那些人，登台講《金剛經》，他都不知道別人已經糾正了，他都未知道！很多

不知道的。這些這樣的就是什麼？「非義為義」了。

人家西藏人、外國人解《金剛經》、解《般若經》都是用《現觀莊嚴論》，用那

些來分段，用世親菩薩的分段，而這些人還死抓住昭明太子分的三十二條就完全錯

了。而且又解得籠籠統統，人家《金剛經》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見如來。」這個「如來」指法身佛，這個是真如。不是說見不到那個一丈六

高，坐在那裏說法的那個，那個是化身佛，是嗎？很多都解錯。謂那些法，這個

「法」指經，是佛所講的經，但是他以不合義理的義為義，這樣，跟住老師了，是

嗎？

「若隨其見，彼即於法起於法想，於非義中起於義想，執法為法、非義為義。」

「若隨其見」，這樣，如果這些弟子他也出來宣揚了，如果這些人跟住他就弄出死症

了！就怎樣？「彼即於法起於法想，」他就會跟著他，又會錯了，對於法，對於這本

經，這些不了義經，這些《般若經》就「起於法想」，這些確實是佛講的，《般若

經》來的，「起於法想」，但是對於非義中，對於那些不合理，不合意義的解釋，就

「起於義想」，當它是合理的義了，這樣一來就會怎樣？結果他就怎樣？「執法為

法、非義為義」了，就半桶水了，執著那些經教是法，沒有錯，但是「非義」，將

「不合義」的為「義」了。這樣，這裡說他如言起執了。這樣執有什麼過失？指出他

的過失了。

丑二，顯執過失。「由此因緣，當知同彼退失善法。」由於這樣的緣故，我們應

該知道這個弟子，這種人，「同彼」，「彼」指那個老師，與他的老師一樣，把應有

的善法退失了，退失了，退步，退失了，所以不可不知。你們學佛都是如此，何解你

們現在整天講，何解我也不是不修，為什麼我沒有什麼益處？有些說：何解我又不靈

的？你「執法為法、非義為義」又怎能靈？佛那裡有空來加被你「執法為法、非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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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嗎？同時有些人，你想求靈的，你真正發菩提心，然後你念佛才能靈的，你

不是！發心為何物你都不知道，根本就無發心，沒有發菩提心的，這樣一味念佛，一

味「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當他好像，當他去城隍廟裡好像去裏面求那個城

隍神那樣，當他是神那樣做法，那怎麼會靈呢？

好了，這裡是一種人了，一種弟子，被老師誤了他，他又走去誤人。第二種，

「不隨其見，」不信人，他不跟隨老師的見解，他對於連經法都不信，這種人這種人

又分開兩段來講，丑一，丑二。丑一，說明聞教，如果聽了那些經而不信，連那些經

都不信，丑二，就講他怎樣不信，你看：顯不信相，丑一，明聞教而不信。怎樣不

信？「若有有情不隨其見，從彼欻聞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

性涅槃，便生恐怖，」這種人就是這樣了，現在的小乘人，現在整個斯里蘭卡那些佛

教徒都是這種人，他說佛教的大乘經不是佛講的，是「天魔」講的，他們這樣講，就

是這種人了，有些眾生「不隨其見，」不依住那個老師的見解，聽了也不依老師的見

解，「從彼欻聞」，「欻」即是突然間，從那個老師突然間聽聞說，老師教那本《般

若經》，經裏面講什麼？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

槃。」什麼都空框框(空落落)，因為他的老師根本就搞不定的，是嗎？他不知道所謂

「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是應該是由三無性講的，他不知道，就以為一切都無。他一聽

見老師這樣講，講這些經，何解佛都會講這些？「便生恐怖」，害怕起來，怎樣生

「恐怖」？如何害怕起來？你看看他：「生恐怖已，作如是言」：他起了恐怖心，就

「作如是言」，講一句這樣的話，他怎樣講？他心裏面這樣說：「『此非佛語，是魔

所說。』」這些經不是佛講的，是那些天魔講的。講完，自己的心這樣想之後，就

「作此解已，於是經典，誹謗、毀罵。」他就誹謗了，這兩句不用解了。

聽眾：那個「欻」字何解？

羅公：突然，suddenly。

突然，他從來未聽過，現在突然間聽到。那些小乘的人是這樣了，小乘的人一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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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就說：天魔所說的。這種人，這種人就不信了。是嗎？怎樣不信呢？你看，顯示他

不信的相。「由此因緣，獲大衰損，觸大業障。」由於這樣的緣故，誹謗這些經典，

他得了「大(的)衰損」，即是應得的得不到，本來學到好東西的，但是他學不到的，

就「衰」了。損害了他自己的利益，「觸大業障」，「觸」即接觸，接觸了〔反而〕

更多了業障了，是什麼？誹謗那些大乘經典。好了，總結，由這些老師就搞出兩種弟

子來了，是嗎？現在總結兩種執著了。癸二，總結二計。第一是前計，前計怎樣？聽

老師的話，那些經是佛講的，但是他講錯了，是嗎？第一種；前計，前面的一種執

著，「由此(是)緣故，我說若有於一切法(相)起無相見，於非義中宣說為義，」這是

第一種「計」了，是嗎？「由此」，由於這種緣故，由於老師這樣宣傳，又有兩種這

樣的弟子，那些第一種弟子跟住老師的講法就變成怎樣？「我說若有於一切法(相)起

無相見」。不知道它有「三相」，全部一腳踢，完全空了它那樣，「於非義中宣說為

義，」於不合而義理的東西就認為這樣才對的，這裡第一種人就是這樣了。第二種人

就罵了，是嗎？

下面子二，見第二種計：「是起廣大業障方便；」如果你這樣講法，不論你第一

種，第二種，第一種就講錯了，自己誤而已，第二種還罵那些大乘經，於是就生起

「廣大業障方便；」「方便」即是手段，由這些手段產生大業障，那些「業障」怎

樣？障礙看看幾多萬劫他都不能夠成佛，不能夠見道，現在很多的，現在走去聽了很

多以「法為法、非義為義」的，你不出聲還好，如果你還呱呱叫，你就怎樣？誹謗，

誹謗是一種業，這種業，將來障礙你見道的，有很多這種人，你所識得的佛教徒，起

碼有一半是這種人，少少地來講，起碼有一半，何解？這種人，我為什麼硬就是不行

呢？你當然不行！還用說？你搞錯了路，「以法為非法、以義為非義」，第一種，一

種就「以法為法、以非義為義」，這樣你當然不行！又跟錯老師。「由彼陷墜無量眾

生，令其獲得大業障故。」何解說他不對呢？說他有「大業障」？「由彼」，由於他

這種人，他既不信法，又誹謗，或者宣傳那些不合義的義，「由彼陷墜」，誤了無量

眾生，他在這裡教人，誤無量眾生，這樣令那些眾生獲得「大業障」，不只他有業

障，跟著他的也有「大業障」，這種人老師亦差，弟子亦差，這種人就這樣，五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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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人之中有一種這樣的人。

然後下面了：辛四了，五事全無不信人，這些就是最衰的，五事全無，他都不

信，上面的那些起碼信，老師信，只是有些弟子不信，是嗎？老師還是信的，他這種

人五事全無，他這種人不信的，這種人是無可救藥，必定有些是無種性的，有些是過

去的業障太重，不知幾多萬世之前他曾經以法為非法，以義為非義那樣，所以他今生

就會這樣。所你有時想度有些人，但是度不到的。他的業障就是這樣的。是嗎？你可

憐他，幾慈悲都是假的，沒辦法。一個人，凡是一個人的業障很難講，自己的業就很

容易，自己的業障肯懺悔，肯勤修還可以免，共業的業障就最難，整個家族的共業是

要衰落的，你個人可以避免，但整個家族你想改變就不容易，家族已經是難了，你很

大福德也許可以，改轉一下家族也行，但是社會、國家就很難，國家的共業是衰亡

的，你挽救不到的。除非那個做皇帝的發心來修行，就會稍為改好一些，否則就沒

有。

釋迦佛都沒有辦法去救他自己的家族，整族人被琉璃王(毘琉璃Virūḍhaka)

殺光了。殺剩下沒有幾個，那些女子個個被他斬斷了手腳。釋迦佛也無辦法救

得了他們，共業救不到的。譬如這個世界是會有大的遭殃的，你自己會死不

了，但你想救這個世界就救不到，一部分人跟住你一齊修行的會可以，但不是

個個跟你一起修行，如果跟你修行，但他自己的業障重也不行，共業很難，很

難搞。自業就很容易，大家整 人吃飯，你想長命一些，可以，你講衛生就行枱

了，你講衛生就行，整 人講衛生就整 人都可能長命，整 人講衛生會長枱 枱 枱

命，但你不知道整 人裡面有哪幾個前世有什麼業障，會在今世撞車撞死的！枱

是嗎？或者剛剛走到那裏，剛好房子倒了壓死了他，有自業也有共業。

好，你看看：分兩段，第一段，(五)說明它不具五事，然後第二段就是顯示他顯

其不信，不是顯其不相，顯其不信，指出他不信，信之中又有理信與迷信之分，迷信

都好過不信，理信就最好了。壬一、明其不具五事。你看看：「善男子！若諸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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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種善根、未清淨障、未熟相續、無多勝解，未集福德、智慧資糧。」這裡就是「五

事」。第一件：過去的善根還未種，是嗎？第二件，那些障還未能動手來清淨一下，

「未熟相續」，未曾成熟，一世比一世成熟；未能多修信仰與「勝解」；又未能積

「集福德、智慧資糧。」全部五種沒有一種可以的！這種人是怎樣？這種人一定是

「性非質直，」不夠坦率，「非質直類，」坦率那一類都不是。這種人有些人是很聰

明的，那些世智辯聰的這些人，這些人很聰明，呱呱叫自以為了不起，所以你遇到這

種人你不要睬他！一個人能夠了不起到多少？人生幾十年而已，聰明到極都快死了，

是嗎？他這種人「雖有力能思擇廢立，」他們這種人雖很聰明，有力有能，會思擇，

會思想，什麼是對的，哪些是不對的，哪些是不對的要廢，哪些是對的要立了它。現

在那些學者、教授最多這類人，「而常安住自見取中。」而常常自己有自己的見解，

「安住」即是保持住，以為自己是對的，那些學者多數是這樣。所以那些什麼教授，

不行的。不用說別人，錢穆先生就已經是這樣，他是算好的，不過也是「而常安住自

見取中。」好了，顯其不信，指出他如何不信。

你看，分五點來講。癸一，聞經不信，逐點看，第一種，聽了這些般若經，他不

相信，怎樣聞經不信？你看癸一：「彼若聽聞如是法已，」那個「法」就是經，聽了

這些經，「不能如實解我甚深密意言說，」他不能夠了解我所講的一切法空，一切法

都無自性是含有一些秘密的意思，他不明白。他「亦於此法不生信解，」對於這些

《般若經》他也不肯生信心，亦不了解。不信，這種人又很少的，很少這種人的。

「於是法中」，你看，起二種想了，於是生起兩種見解了，怎樣？第一種，「於是法

中(起)非法想，」「於是法」這個「是」解「是」，是佛所說的法，起「非法想」，

認為不是佛所講的法，對於是佛法的東西他認為不是佛法，「於是義中起非義想。」

這個是與非相對，於那些是對的道理，他認為那些義理不對，現在有很多人是這樣

的，一講起空，別人一講起不空就搖頭嘆息，第二種，起兩種想了。

第三，因為起了兩種想就生兩種執著了，「於是法中執為非法」了，「於是義中

執為非義」了，對的，真正是佛經裡面，他就說它不是佛經，「於是義中」，於對的

道理就執為非義，說它不對。說不對，這還是意業而已，業障不大，就變成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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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癸四，「唱如是言：『此非佛語，是魔所說。』」他還這樣說。這樣一來

就產生什麼？癸五，證明起謗了！這個就有罪了，這個起謗就這個 break完才講了。

拉他，拉他下來，拉他下來怎樣？那些要臉的、要面子的就走人了！你自己走，被人

拉你下來還不走？他不走，不走，到差不多上下，人家講，「我還有些東西要講」！

上去又講。他不止這樣，子二了：還憎恨那些信經的人，你信它，他就連你都憎，有

些人是這樣的，「於諸信解此經典者(就)起怨家想」了。那些信「此經典」是指那些

《般若經》，那些相信《般若經》的，那些小乘人當他是怨家，真的！佛教徒也是很

小氣的！那些人殺你的！他為了他自己的教派的宗旨殺人，即是等於高美尼 (1902-

1989)也叫人殺了英國那個什麼作家，你一說它，很多人是這樣的，在印度時時搞出

人命的。印度那些回教徒最怕豬肉的，要食牛肉，那些婆羅門教徒就不食牛肉的，食

豬肉，時時大家去街市買東西，買東西大家就會碰到的，那個人挽了一籃豬肉，拿住

豬肉，碰到回教徒那裏，他就打你了！你們污穢了他，豬是最污穢的，他就打你。這

個白白給他打也不甘心，就打起來，就打起一場大架。大家找人來幾百人打大架，幾

百人對幾百人時時打，在印度無日無之。所以印度那些人這麼差就是這樣，宗教，大

家都信教信到迷了，是佛教沒有什麼迷，佛教徒仍然有一些。

梁武帝的時候達摩去到南京，去到金陵，那些法師怎樣？用毒藥來毒他！這些人

大家都佛教徒，大家都是大德來的，何解你要毒死他呢？他就是因為怎樣？說他講一

套新東西，梁武帝問他：我度了這麼多人出家，又起了這麼多寺，有沒有功德？他

說：沒有功德的！這些是福德而已！功德不是這樣的。這班出家人就是叫梁武帝起

寺，又叫梁武帝度僧，這樣講豈不是倒了他米？於是這班就豈有此理！要毒死他！他

去到洛陽又被人毒，三次服毒都毒不死他！有人說他第三次就被毒死了。不過總之大

德與大德之間居然都可以下毒手的！有些這樣的事情的。所以樣樣事你不要信到他十

足，是嗎？他說是大德，你就先信他幾成，所謂「大德」有些是這樣的，「起怨家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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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辨謗法緣。何解他會誹謗法呢？好好的《般若經》在這裏，他為什麼一定

要說它不行？一定有個原因的，「緣」者，這個緣由。「彼先為諸業障所障，由此因

緣，復為如是業障所障，」一句。這種人，「先」即是前生，前生、前前生就造了很

多業，這種業就障礙他不能夠接受這些了義經典，接受這些大乘經典，被那些業障障

礙了他，所以他今世遇著這類《般若經》，他就不肯信，還要打擊，這樣以前生的業

障為緣，今世就「復為(如是)業障所障」了，今世見到有大乘經在這裡，他又打擊

了！這樣今世為緣，到了第二世，下一世又照樣了！這樣即是說他不知要多少世之

後，這種業障才能夠消除，一世比一世深，這樣，「如是業障，初易施設，乃至齊於

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乃至齊於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無有出期。」這「如是業障」，這

些這樣的業障，如果他「初易施設」，他初做的時候，第一次罵一下《般若經》，第

一次罵說《般若經》的人，最多都是說，他第二世或很多世才有機會學大乘經了，

「施設」即是說，初時來講很容易說，即是得什麼果報很容易說，因他為前世做了，

可以說他今世都沒有緣的了，都可以做得到，當他再做一做，「乃至齊於百千

(萬)」、「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一世做多些，一世做多些，那就世世業障越整越

重，越整越重，這樣，結果搞成怎樣？「那庾多劫」，「劫」者，這世界一成一壞謂

之一劫，一個中劫，「那庾多劫」，「那庾多劫」即是一億，「俱胝」，不是！「俱

胝」即是一億，「那庾多」即是一兆，一個「俱胝」的「那庾多」，即是，都不知怎

樣用數字去寫了，那個million後面加 000000，「俱胝那庾多」。「百千俱胝(的)那

庾多」！

聽眾：多得很緊要了。

羅公：是呀！那個「俱胝」應該讀個「俱胝(底音)」的，不知為何讀了個「俱胝(子

音)」。

羅公：現在的人讀個「俱胝(子音)」。

聽眾：個個都讀「俱胝(子音)」。

羅公：「俱胝 (底音 )」，梵文讀 koṭi，英文都譯做 koty(koṭi)，你看那本

Edward  Conze 寫 koty， koty，這個 koṭi，那個 ṭ 梵文讀 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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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koṭi，koṭi應該讀「俱胝(底音)」，但是現在人人都讀「俱胝(子

音)」。

這樣，一世比一世一路這樣造下去，那就差不多永久沉淪了。「無有出期」路

了。好了，下面總結了。總結依教。上文講完了，同是這些《般若經》，是嗎？那些

人不了解它，他不了解它所謂「一切皆空」就是什麼？三無性來的，他不了解，不了

解就起了這種執著，有些就信，有些就不信，有些執多，有些執少，總共有這麼多種

人。

下面總結了，總結依教，依著《般若經》的教有種種不同的意解了。下面：「善

男子！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有如是等諸有情

類意解種種差別可得。」總結。善男子啊！如是，「如是」即是英文的 thus，這

樣，依據我所講的那些經，那些經，那些經是什麼？那些經、律、論，「善說」，很

善巧地說的，這是指經，「善制法」、我擅於創制出很多義理出來的，這是指論，

「毘奈耶」、戒律。於我所講的經、論、律，這三種都是「最極清淨意樂所說」，用

我「最極清淨」的，佛所說的意樂，即是佛的心意而說的。說出，說出什麼？說出那

些善的教法，很好的經、律、論的教法，這麼長的！沒有辦法，它這些是印度文的文

法，一個名詞裏面有十個八個形容詞，英文也是一樣的，一個名詞有十個八個形容詞

形容它，善教法，這個「教法」就一個 noun，一個名詞，什麼教法？不是壞的教

法，是善的教法，一個形容詞了，是什麼教法？是胡亂講的抑或是怎樣？不是，那個

法是用「清淨意樂」講出來的，用一個很清淨的心意然後講出來的，「清淨意樂的」

所說的，又一個形容詞了，怎樣的「清淨意樂」？是不是普通的？不是！「最極清淨

意樂」的，是最極的清淨意樂。這些是什麼來的？這些是三藏，「我善說(的)善制法

(的)毘奈耶」的教法，這樣長。即是說，對於我所講的經、律、論，「有如是等」，

有這樣的「諸有情類」，有各種各式的眾生，「有情類意解種種差別」，個個的見解

不同，上文所講的這樣多不同的見解，有這樣的、我們可以 check得它出來的，可

得的。這樣就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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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性相品〉所講的道理這裡就講完了。大家知道讀《般若經》講空你就不用

怕，不用怕它講空，所謂「空」者即是什麼？「三無性」，不是完全沒有東西的。有

很多人不識的，這樣你就怎樣？如果他可以接受的，你就解釋給他聽，是嗎？如果他

不可以接受的，你就由得他，你與他爭拗，吵得他罵它，就累他那些業障「百千俱胝

那庾多劫，無有出期」！所以現在學佛的人很多是很可憐的，何解他無效的？

人家很多外道修都很見效，我修就硬是不見效呢？很多就如上文所講的那幾種

人，那幾種人，固然有些人慘的，百千萬劫都「無有出期」，慘的，都不知幾多世碰

巧然後才能轉彎，還有一些無過無失的，既無過失亦無功德的，亦要平平無奇地，多

生然後才能夠有機會，能夠碰著善知識然後才可以轉到彎，這樣，今天就講到這裏

了，下面就一首頌。這首頌讀完之後就再講的，就是讀這本經有什麼功德，現在人人

都知道讀《金剛經》有很大功德，是嗎？《金剛經》有大功德，讀《心經》一樣都是

《般若經》，讀《大般若經》一樣有這麼大功德。照它這本講，以這個勝義生菩薩來

問佛：如果有些善男子、善女人念這本經，將這部經來怎樣？

修十法行，十法行是什麼？記不記得？受持、讀誦、為他宣說、那十種內容，不

是只是這樣，我印兩本送給別人，不行的，要受持、讀誦，自己受持，得閒就自己將

它來讀誦，還要為他宣說，別人不懂就解給他聽，供養那些就沒有什麼所謂了，是

嗎？這樣，如果有人肯這樣做的，他的福……

聽眾：1989年 4月 8日。

講三無性，講三無性這種「無性」的道理，不止是大乘的人修止觀的時候要這樣

修，小乘人都一樣要修，因為小乘人都要空了我執的。所以不論大乘、小乘，即是換

言之，不論他是聲聞乘也好，獨覺乘也好，大乘也好，都不能離開這個「無性」的這

種道理的。這個唯一的這個「無性」的道理，才可以令你能證果的，證三乘的果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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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無性的道理的。就因為這樣，所以佛就說一乘。所謂一乘就是說什麼？所有眾生修

行佛道，都要依著這個唯一的無性、「無性」的道理去修的，所謂「一乘」的意思就

是這樣。而世人就誤會了，就以為個個眾生都一定全部成佛的，只有一乘，沒有〔三

乘〕的，其餘那三乘都是假的，一乘才是真的，這些是錯誤的。

站在這一點來講錯誤，即是說什麼？所謂天台宗，整個都錯了，站在這個觀點來

講，如果《解深密經》是對的，天台宗就整個都錯了。所以學唯識的人一定不信天台

宗，學唯識的人的特點，第一是不信天台宗，不信華嚴宗，就看不起禪宗，一定信淨

土宗，律宗當然尊重，密宗它都容許，它亦對三論宗、對空就平等視之，就是這樣。

中國就所謂十宗。將來你們有機會也可以去解釋一下十宗等等。好了，這樣佛說一乘

的道理就這樣講法的，這樣講完了，上文講的就是講了這麼多，是嗎？這麼多東西就

用了一首偈，用一首頌來結束了，總結它了。這些叫做什麼？三藏十二部經裏面的有

一部分，就叫做「重頌」，是嗎？契經、重頌、又叫做應頌，應該重新將它來頌一

頌。

上文講完的道理用一首詩，把上面的道理總括一下，這種佛經的作風就影響到中

國的那些小說了，中國五代以後，五代以後一路到元、明，五代宋、元、明、清，那

些章回小說都是講到差不多的時候就有一首詩來結束，是嗎？你看看，讀一下《封神

傳》，讀一下《西遊記》，讀一下《三國志演義》那些，上文講一大段，到差不多就

來一句：有詩為證。然後幾句詩哪裡來的？就將上面所講的東西再在這首詩裏面頌一

頌，這些是什麼？受了佛經的影響，那些章回小說完全是模仿那些大乘經而已！甚至

到打開那本小說，你們的所謂第一才子書，那本最有名氣的是什麼？《三國志演義》

(明·羅貫中)，一開首就話說如何，《水滸傳》(明·施耐庵)也是話說如何，話說什麼？

何解要這樣？它這個體裁就是模仿什麼？就是模倣佛經裏面「如是我聞，一時…

…」，「話說」，是嗎？而且佛經裏面一開首很多都有一首偈的，一首很長的偈，是

嗎？那首很長的偈就影響到中國小說了，那本小說一打開《三國志演義》，一揭開一

看就怎樣？揭開第一首，一首西江月(《臨江仙》)的詞了，是嗎？「滾滾長江東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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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一首，模仿佛

經。

這樣至到清朝的《儒林外史》，都是模仿，都還是模仿佛經，《儒林外史》是清

代最有名氣的小說，是嗎？它一開首就怎樣？「憶述(記得)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

鄉。」一首這樣的詞，其他的都是這種體裁，這些叫做「重頌」了。三藏十二部經

者，即是三藏裏面的那些文章的體裁，體例總共有十二種這樣的，不是說十二本書，

不是有十二扎東西，是它的文章的體裁有這十二類。

第一類叫做契經，契經即是散文，你們現在以為契經就是經，佛所講的

經，其實所謂契經的字梵文叫做 s traū ，s traū 即是「修多羅」，修多羅有兩個

不同的意義，第一個是指佛所講的經，第二個意義是指佛經裏面的那些散文，

現在我們讀的那些散文統統叫做「修多羅」。第二種就是應頌，即是重頌，這

些就是重頌了。「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這一段就是散文了，這一

段就是修多羅了，契經了。下面就頌了，下面舉頌。我們將頌來析，頌分做兩

段，總共五首頌，五首頌就怎樣？

頌又叫做偈，伽陀，g thā ā這個字，g thā ā這個字譯做中國話，梵文叫做

g thā ā，g thā ā是一種印度古代的一種讚美的詩歌，g thā ā，中國沒有這種體

裁，於是那些人就將他譯音了，g thā ā他們就譯做「偈」了，跟著就「傾

偈」、「傾偈」，何解？那些禪宗的和尚講話，講 講 就很喜歡整幾句鹹鹹着 着

淡淡的偈的，是嗎？你看六祖講話，講著講著他就整一首「無相頌」：「心平

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那些偈，g thā ā是譯音，這樣，因為禪宗和尚講

話都會講幾句偈的，所以禪宗的人談佛，談來談去都不離整幾句偈，於是就影

響到現在世俗了，所以兩個人在那裡嘀嘀咕咕，我們就說他們「傾偈」 (聊

天)，「傾」即是「倒」也，你將那些偈倒過來我處，我又將那些「偈」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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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處，所以就有所謂「傾偈」。是嗎？所謂「傾偈」原來就這樣了。這樣，

「偈」後來在譯做什麼？g thā ā，伽陀，或者譯做「伽他」，(g th )ā ā ，音譯就

譯做伽他，意譯就譯做頌，讚美詩歌，我們用白話就叫它做讚美詩歌，其實用

文就叫做頌，即是詩經的風雅頌，頌，頌的體裁是怎樣？頌的體裁普通就四句

一行，這個「行」即是這個 line，四句一行，叫做一行，一首頌又叫做一行

頌，就一首頌，這樣，將四句一行的頌，那些人將它來譯做什麼？鳩摩羅什的

四句偈了，所謂「四句偈」即是 one line，現在這首，這裡總共有五首頌，即

是五行頌，five lines。

這樣，我們從意義上將這首頌分為兩類，己一、己二，己一，將第一、第二兩首

頌就是「頌」上面的那些什麼「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

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頌，頌這個意義的，你看看：「一切諸法皆無性，無

生無滅本來寂，諸法自性恒涅槃。」這句上文不用解了。是嗎？一切諸法都「皆無自

性」的，是「無生無滅」的，又「本來寂靜」的；又「自性涅槃」的。他說這句話，

這幾句話「誰有智言無密意？」他講這幾句話簡直將所有東西都否定了！是嗎？什麼

都一腳踢清了！空的！空的！空的！這樣講法如何成話？如果什麼都空了它！「誰有

智言無密意？」他這個「智」字是什麼？應該就是智者，就指什麼？wiseman，這

個「智」指聰明人。何來這些聰明人就說它這個，就說一腳踢，空的！空的！空的！

這是最蠢的人才會這樣的！聰明的人是不會這樣的，「密意」即是裏面有一種隱藏的

意思的。所以現在那些學佛的人，開口就說四大皆空，閉口又講四大皆空，那些這種

人根本就是不懂佛法的，懂佛法的人不會，開口又空，閉口又空。空是有個密意在這

裏的，這個一切皆空，這個不生不滅等等又有什麼密意呢？密意就是三種無性，所謂

「無自性」就是那三種無自性，第一種叫做「相無自性」，第二種叫「生無自性」，

第三種「勝義無自性」。「相生勝義無自性」，「相無自性」、「生無自性」，「勝

義無性」這三種無自性就是什麼？講一切皆空的密意了。「如是我皆已顯示；」這個

「如是」即是英文 thus，thus，這樣，上文講的，「我皆已顯示；」我已經全部講

清楚了，「顯示」者，即是已經講清楚給你們了。揭露了、完全講給你們聽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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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意就是「三無性」了。

「若不知佛此密意，失壞正道不能往！」如果有人不了解三無性的道理，一味說

空，他這是「失壞」了正的道理與道路，正道，right way，正的路，他「失壞」了

正路，他不能夠行得到菩提，得到菩提，不能夠得涅槃的。小心呀！所以有些人說：

我學佛這麼久，一點益處都沒有，你行錯了，你「失壞正道」，沒有就是應該的！有

才奇怪，是嗎？所以有很多人這樣，我認識的有幾個，出了家了，覺得沒有一些好處

的，走去道風山那裡，信基督教罷了。結果就還俗信基督教。頌講回，重複講以前的

這個「一切法皆無自性」的道理。

己二，後三句，後三頌，後面有三首頌。約無性觀，依據這個「無性」的這條唯

一的道理，就說明，「辨」即是說明，說明佛在《法華經》裏面講一乘的意義。這

樣，我重複了，不是！我漏了，這兩行劃了它，劃了它，劃了它。即是 42頁裏面最

後那兩行，劃了它，劃了它不要。

好了，43頁：「依諸淨道清淨者，惟依此一無第二，故於其中立一乘，非有情

性無差別。」一句。你先看看我的括弧，以上，即是這四句偈，頌這個什麼呢？頌這

個密意說一乘。佛說一乘的密意，「依諸淨道清淨者」，這個「淨道」即是依修行的

正路，依住佛教修行的正路去清淨，想清淨，這個「清淨」是動詞，掃清那些煩惱

障、所知障用的，「惟依此一」，只是，只是依據這個一，唯一的觀法，這個唯一的

觀法就是什麼？無性、無性觀，唯一的無性觀，「無第二」，沒有第二條路，一定要

依無性觀的。依這個空觀的，只是看你空大還是小而已，小乘人要空了那個我執，大

乘人除了要空我執之外還要空法執，空就是無性，所以你想證菩提一定……想證菩

提、證涅槃一定要行無性這條路。「此一」，這個「一」者就是無性的道，即是說，

所以你一明白之後，你就知道空就是好的，因為你想見道，必須要修空觀，你想證大

涅槃、大菩提就一定要修空觀，但是空字並不是一腳踢(全部)的空，沒有了！不是這

樣。而是三無性，裡面有密意的。如果你不了解這個密意，不是說不行，你的智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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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是偏空就很危險。

「惟依此一」，這個「一」者就是惟一的、無相的，無自性觀，即是無相觀，無

相的道，無第二，無第二條路，「故於其中立一乘」，所以佛就在這種道理之中就建

立說一乘。「一乘」即是唯一的路。「非有情性無差別。」並非說，「有情」即是眾

生，並非說所有有情的眾生的種性，眾生有種性的，是嗎？眾生有幾種種性的，有些

聲聞種性，有些是獨覺種性，有些是佛種性，並不是眾生的種性無分別，即是說，換

言之並不是個個人成佛，有些是不能成佛的。以上就是說明一乘的理了。這首偈，你

沒有聽過上文你就聽不明白這首偈的，是嗎？你了解了這首偈，它與你翻溫(重溫)就

真了，這首偈不用讀上文的。是嗎？

下面：「眾生界中無量生，惟度一身趣寂滅，」以上這裡半頌，兩句，頌什麼？

頌那些「趣寂人」，那些一味顧著自私，一味顧著自利，快些走去出家證涅槃了，那

些叫做什麼？「趣寂聲聞」，那種人，那種人不能成佛的，眾生界之中有無量那麼多

眾生，其中有一種是「惟度一身」，就是求自度而走向寂滅，走向涅槃，他不會再來

的，不肯在人間這裏受苦來救人的。這種人佛就說他們「焦芽敗種」，這種人一定

(不會)成佛的。下面：「大悲勇猛證菩提(涅槃)」。

聽眾：沒有，沒有「菩提」兩個字。

羅公：什麼？

聽眾：空了「菩提」兩個字。是不是「菩提」？

羅公：我都不記得是不是「菩提」兩個字。

聽眾：「證涅槃」呀！「證涅槃」、「證涅槃」。

羅公：「證涅槃」，改回它。

「大悲勇猛證涅槃，不捨眾生甚難得！」一句。這裡兩句就半首頌了。上文講有

一種一味自利的，那種是焦芽敗種，一種。但又有一種是什麼？不定性的，是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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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那種不定性的眾生，證了涅槃之後他會回心轉向大乘的，這種人有大悲心的，

而且是勇猛去修道，不怕時間長，想去求證涅槃，這個涅槃者指無住大涅槃了，「不

捨眾生」，他不肯捨棄眾生自利，他不肯自利，不肯自己走了就算數，「甚難得！」

很難得的！這是不定種性的聲聞，這裡對聲聞乘就壓一些，壓那些「趣寂」的，抬高

那種不定性的。下面一首偈：「微妙難思無漏界，於中解脫等無差，」這裏解釋一乘

了，「微妙難思」，他說，如果當我們證得這個無漏界的時後，我們現在都是有漏

界，無漏種子未出現，當我們的無漏種子陸續出現，我們成了佛或者入了地，或者見

了道之後，或者成了佛之後，他可以，如果見道就可以體驗一下無漏界，如果成佛就

直情就是無漏界。這個無漏界微妙而很難思議的，但是無漏界之中，當他證得無漏

界，佛就固然是無漏界，但是小乘的那些趣寂的聲聞亦一樣是證涅槃的，一樣是無漏

界的，不過做不做回來利眾生的問題而已，入了無漏界的涅槃的境界是一樣的，「於

中解脫」，解脫即是涅槃，都是(不)為生死輪迴所束縛的解脫，於這個無漏界中，就

他不受生死輪迴的束縛的解脫來講是平等的，「無差」，無分別的。「等」， the

same，等，「無差」，no different，無分別的。就證涅槃這點沒有分別，一樣的，

這樣，即是說不止修行都要無相道是唯一，當他證涅槃的時候，你大涅槃也好，小涅

槃也好，就你脫離生死輪迴這一點來講是一樣的。「無差」。「一切義成離惑苦，二

種異說謂常樂。」當我們證到涅槃的時候，不論大乘也好，小乘也好，一切我們所得

到的義利，合理的，這個「義」者當合理的利益，成就，那時我們離開「惑」，煩惱

的別名，「惑」即是煩惱，「苦」，現實的痛苦，生死輪迴的苦，當證到涅槃的時

候，涅槃到底是怎樣的？我們很難用字去描寫它，

「二種異說」，我們只可以用兩種不同的講法來描寫它，describe，描寫它，兩

種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說話來描寫它，說什麼？常、樂，常、永恆。Everlasting，

永恆，真正的快樂，沒有痛苦與它相對的快樂。只可以用這兩個字來描寫，「界」

者，體也，涅槃體，涅槃是有體的，不是無的。這樣就講完了，是嗎？〈無自性相

品〉講完了。「無自性相」講完了，還有一節未講，就是什麼？還有一節是那個勝義

生菩薩把他聽完之後，他說，我聽完佛講了，我就領受了你的意思，我很了解，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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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將我所了解的，我再複述給佛你聽，看看對不對？這樣他即是又與你們溫習一

回，是嗎？所以未聽過上面的一節的，聽下面到一段有時也可以，但不是完全得。在

這裏，勝義生講完領解之後，就順便講比較了，現在這種我們今天的講法，就真正是

了義了，佛所講的經不是全部了義來的，佛所講的經是三個時期有不同的講法，第一

期是小乘的經，是不了義的，第二個時期講般若，也不是了義，因為何解說他不是了

義？因為他仍然是籠籠統統講一切都是空，一定要第三個時期，講《解深密》這些，

三自性、三無性才是了義的，這個了義的經是無上無容是佛教、佛理中之最高了。

下面那段：我們看這裏，乙三，領解受持。「領」者是領受，英文 receive，領

受，「解」就是了解，受持，「受」，接受，「持」即是記憶了，受持即是記憶了，

不忘記，記憶了，這個勝義生菩薩聽了之後就領解受持，就分兩面。丙一，菩薩領

解，這位勝義生菩薩把他所領的了解重新講出來。丙二，如來證明他，你所理解的都

沒有錯！不只你的理解沒有錯，你還要記住，所有聽的人照他所講的就對了。

現在丙一，菩薩領解，分三，丁一、讚教甚深，讚美釋迦佛。講這個三性、三自

性、三無性這種了義教，很深，讚他。然後丙二，不是！丁二，申自理解，「申」

者，述出，講，講出自己所了解的情形。然後丁三，舉喻重釋，舉個譬喻，講完自己

的領解之後再舉個譬喻來再重新講。很長氣，雖然很長氣，在下面那說，實在讀了下

面就不用上面的。所以看佛經，現在人人都說《金剛經》很了不起，是，《金剛經》

是了不起，但是一比較起來，這個〈無自性相品〉，就沒有得比，你覺不覺得？沒有

得比較。這樣說何不個個人讀〈無自性相品〉？讀《金剛經》做什麼？〈無自性相

品〉不是容易讀的！是嗎？你以為說我讀就可以嗎？是嗎？第一，你的國文要有相當

的程度，第二原來的佛經你要懂得相當，只有他講的那個三無性，你先了解《金剛

經》的那套「空」，然後才能了解「三無性」，是嗎？所以仍然是先學是要學《金剛

經》，先學《心經》，《金剛經》那一套，第三步，初時先學一下小乘那些，學佛教

的不外是這樣。初學的就了解一下生死輪迴的道理，了解人生都是這樣的，何解？因

為人生的時間不過是一百年，短命就一半都不夠，所佔的空間，算你堂堂七尺之軀，

你最多就七尺，是嗎？講你佔有的空間不過是七尺，你生命的生存時間不過是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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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這樣來講，你自己檢討一下，想一想到底有何價值？更談不上什麼意義，人生有

什麼價值，有什麼意義？你想想。是嗎？既然沒有意義了，是呀！我們已經是有了人

生，那怎麼辦呢？所以就只有，一條就消極，算數了！是嗎？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餚明日愁。」算了。能得過就且過，人生不過百年，

何必這麼多事？一條路就這樣；第二條路，人生過百年要怎樣？「人生不滿百」，有

首詩：「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白天只有那幾個鐘頭，是嗎？夜

晚就這麼長，我們不要，不要浪費了那些時間，夜晚都要點起蠟燭去遊樂才行。「為

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人生只有幾十年，至緊要及時行樂，怎能等待將來如何？

不要等，不行樂就不見了一段，今天不去享一下樂就不見了今天，是嗎？如果這個月

都不享樂人生就不見了這個月了，所以就怎樣？盡情去享受了，是嗎？一條路是消

極，一條是盡情享受。人不能這樣自安的，於是有些人實在他在最初的時候他大概都

是一廂情願而已，人是不死的！我們有一個靈魂，靈魂不滅，好像今世這個身體就好

像一個甕，我的靈魂好像一粒珠那樣放進那個甕裏面，到我死的時候，身體壞了那粒

珠又去了另外一個甕，一路這樣不死的！人生不死的！於是就產生了宗教，靈魂了，

產生宗教的思想，於是就兩、變成三種了，一種，本來就兩種而已，一種是對人生的

態度得過且過了！算了，幾十年，人生不過幾十年，壞事就固然不要做，好事都費事

(懶得)去做了，是嗎？這樣何況還講到千秋萬歲？千秋萬歲我的骨都淋(軟)了，哪有

閒心想它？這是一條路，這條是消極的路。

第二條路，盡情享樂，享樂主義，縱慾享樂，最初是享樂，享樂都不夠的，人生

無厭足的，搶，掠取，掠取就是犯法的！犯法了。嘿！那些蠢仔才會犯法，我這麼聰

明，不犯法的！我會扭計。世界有很多這種人的，這種人，於是世界就越搞越苦了。

這是第二種人生，這種兩種都不相信人生有連續的生命。

第三種就相信人生會連續的，一段死了又會第二段，這種初初固然是一廂情願而

已，是嗎？後來那些人想著想著就有兩種人，一種認為這種講法到底是不是呢？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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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看法： ！傻仔！一廂情願而已！他想而已！哪裡有的！然則就沒有了，所謂靈魂唓

不滅，什麼都沒有的！沒有的，那又如何？嘿！這樣就順其自然吧！幾十年做完就死

了！一種是樂天安命。這種是什麼？莊子那類人，似莊子那一類人。唐朝的白居易，

宋朝的蘇東坡，就是這種人。是嗎？這是一種。再有一種就認為，在哲學上來檢討，

人生都是不會就是這樣滅的，因為樣樣事都有原因，人生可能有自來，死也應有個去

處，於是就真正產生了宗教思想。這種漸漸、漸漸什麼基督教、佛教等等什麼都是由

這條路產生出來，至於不信有死，真正有輪迴的，相信真正有靈魂的，一種就是剛才

講的消極，有些是不消極的，是哪種人？

中國的儒家，儒家的那些讀書人，多數是這樣，死後靈魂是怎樣的？沒有了！這

些東西沒有的！但是人生幾十年亦不要縱欲去享受，因為何解？我是一個小我的一分

子而已，我雖然是人生百年就死了，我死了之後我有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是由我的身

體產生出來的，譬如我有幾個兒子，即是由我一個身體就產生了幾個兒子，幾個兒子

又產生了幾個兒子，就另外一個意義來講，我這個小生命人生百年的就死了，但是我

就有一個大生命，一路傳子代孫，於是成為一個小我之外的一個大我了，這個大我再

繁榮就是宗族了，再擴大就是民族、國家，所以我們小我會死，但大我永遠不死的！

儒家的思想大部分，你信不信？儒家的思想大部分不信有個靈魂，天國也不信這些講

法。見到神他們也實不是真信的，孔夫子就是了，祭如在，人拜神他拜神，人拜祖宗

他拜祖宗，人拜他拜，「如在」就是好像他在那裡，即是我不相信，不相信真是有

神。是嗎？你看看什麼？現在中國大名鼎鼎的儒家，儒家大師錢穆，錢穆就是這種思

想，直情是這種思想。錢穆。

錢穆有本書，大家想了解靈魂，儒家對於靈魂的思想，你不妨看看。《靈魂與

心》錢穆的，這本書值得看一下的，錢穆的想法就是這樣。「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

佛言：」他怎樣說？他怎樣講？「世尊！諸佛如來密意語言，甚奇！希有！乃至微妙

最微妙！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讚美他。他說：世尊啊！諸佛所講的那些

密意的說言，含有密意的說言，他說：我們不能把它扔掉了，「密意」即是不要的？

不是！「甚奇！希有！」，裏面很奇妙，對某種機，而且很難得的，稀有的，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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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樣就「甚奇！希有！」「微妙極(最)微妙」，很微妙，何解「微妙」？小乘的

那些聲聞人所不能了，稱為「微妙」，二乘所不能了，解所以叫做微妙，「微妙極

(最)微妙」，「甚深最甚深」地前菩薩所不能、地前菩薩所不能知叫做「甚深」，

「難通達最難通達！」那些已經入了地的、已經見了道的菩薩，十地菩薩都未能夠盡

其、儘量了解得全部，就叫做「難通達最難通達！」有人這樣解法。又可以這樣解：

「微妙最微妙」是指什麼？凡夫所不能了。「甚深最甚深」就指二乘所不能了解，

「難通達最難通達！」就是那些地前、未入地的菩薩所不能「通達」。兩個解法都

有。讚他。

下面，讚了之後就說明了：我聽完你講之後，我的了解是這樣看法，你看：申自

領解。申述自己所了解的，分兩段：一，領蘊等五門說，「蘊等」，「蘊」是什麼？

「蘊」即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十二緣起，蘊、處、界、緣起等，還有哪裡？等

幾門，就這幾門，未，十二處，「蘊」就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他沒有講，十二

處、十八界，十二支，即十二因緣，四食，這樣就五門了。現在先就「蘊」等五門，

說來明這個三無性，我們不要聽見五蘊，小乘人五蘊就五蘊了，實有五蘊的，我們了

解三無性之後，一聽見別人講五蘊，我們就知道，我們就將他套入三無性的範疇裡

了，怎樣呢？當你執著有實的五蘊的，你這個五蘊就是遍計所執性，你知道這個五蘊

是有為法，有為法是因緣和合而生，無自性的，這個是什麼？依他起，上文講過是什

麼？相無自性性，是嗎？這是生無自性性，如果知道五蘊雖如幻，幻不由自起，不是

完全沒有實質的，這個實質是什麼？真如，真如體，這個真如體就是「圓成實性」。

一聽見五蘊就用三無性去了解，這樣就真是了義了。如果有些人就這樣說，一聽

見別人講五蘊就說人家執著，這樣是不對的，何解？你如何知道他執？是嗎？或者他

不執呢？他知道五蘊是假名，五蘊的假名是遍計所執性，如果知道五蘊是眾緣和合而

生的，它這個就是依他起性了，是生無自性性了！如果他知道五蘊是假名，如果我們

不執五蘊以後，瞭解那個空性，當下就是「圓成實性」了！就是真如了！如果我們這

樣了解，他就不是執了。所以你說他是不是執，你就要看他是不是瞭解。同是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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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一個是烏 sir sir(糊塗)的講五蘊，他就可能是執著，一個就一味樣樣東西都講空

的，他講五蘊，他可能就什麼都是指那個相無自性性，如果他是了義的，了解的，他

就又不同看法了。這樣同是看五蘊都有三流人了，是嗎？三種。聽不聽得明白？好

了，他用五蘊等，這種五種東西用三無性來解釋，這裏又分兩段了。

己一，五蘊中，第一個識蘊了，約識蘊說三無性。依據識蘊來講，然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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