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深密經》什麼經你都可以講，別人講五蘊，別人聽五蘊就起執，你聽就不起

執，是嗎？別人讀《地藏經》又說地獄如何如何，那些烏 sir sir (糊里糊塗)的就起

執，以為真的有個實地獄。如果你聽就不會，你知道「地獄」都是假名，縱使有真地

獄都是什麼？眾緣和合而生，眾生的業力而生，是依他起。地獄都是同一個真如實體

呈現的，那個圓成實。這樣你即是什麼經都可以讀。《地藏經》又可以讀，《阿彌陀

經》又可以讀，《阿彌陀經》那樣，別人講極樂世界，你講極樂世界，你的看法就不

同，是嗎？

別人守戒律，硬崩崩死守那些是遍計所指性，他都知道他是用來對治煩惱的一種

方法，便利來的，這是依他起性，知道你不執它為實的時候，心氣和平的時候亦無所

謂戒律可言，那時候就是「圓成實性」。同是持戒都分三種，明不明白？

這樣，你讀過《解深密經》，如果你真真正正肯用功來看，多讀的，三種人之

中，你會是第三種，是嗎？那就不錯了！你會是第三種人已經很不錯了！是嗎？很難

得了。因為這套東西「微妙最微妙，甚深最甚深。」你都了解一些，你都是福氣很夠

的。別人不識我識，這樣就差很遠了，是嗎？

譬如入水救人那樣，別人不能夠入水，入水就會淹死那樣，你不會淹死，還可以

兩頭游救別人。你有這麼強的力量，你這些是不是福？好了，這樣就約色蘊來解說三

無性，這樣三無性有三種的，「相無性」、「生無性」、「勝義無性，」先在色蘊處

講兩個「無性」，一個是「相無性」，一個是「生無性」，先講兩個，然後，庚二第

二段然後講第三「圓成實性」、「勝義無性」。好了，先放一個 break。先就那個

色蘊，在色蘊裏面，因為他了解了三自性與三無性，所以他一聽見講「色」他就不用

佛講了，就色蘊來講，我們就可以看出那種三無性了，你看看：「如是我今領解世尊

所說義者：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假名安立以為色蘊，或自性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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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相；假名安立為色蘊生、為色蘊滅、(這個色字)及為色蘊永斷、遍知，或自性

相、或差別相，是名遍計所執相。」

現在你們實在都明白的，不過你們現在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文字的㪐㩿(艱

澀)而已，他說「如是」，即這樣，「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我現在聽了你

講之後，我所領受、了解世尊你所說的道理，「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

(的)行相中，」「若於行相」，「行」，那個「行」字當有為法解，有為法

解，因緣和合所生的法就叫做「有為法」，「行」的相，有為法的相狀。看到

嗎？「行相」。這種「行相」是什麼？遍計所執所依的，如果沒有了這個「行

相」，那些人就不會起執了，是嗎？依著，因為他有而依他起執的，「分別所

行」的，起分別，這個「分別」者，思維、思想，我們的腦活動，我們的意識

活動去想，整天分別它，分明、辨別它，分別所依，遍計、「分別所行」的，

我那種分別心所去對向了解的，這個「分別所行」與遍計所執所依的這個諸行

的「相」，這個因緣和合而生的東西，那些有為法，本來就沒有名的，是嗎？

假名安立，現在我們那些人，安一個假的名稱，安立一個概念，一個名相，這個

名相是假的，不是實在的，安立，「安立」即是說，用來代表它，說它，叫它做「色

蘊」，「假名安立以為色蘊」，譯作白話是「我們叫它做『色蘊』」，即是物質的那

一類，或者「色蘊」的自性，「自性」者即是本質，這些是「色蘊」的本質了！或者

「 色 蘊 」 的 差 別 ， 「 差 別 」 即 是 屬 性 ， 屬 性 、 quality ， 本 質 就 是

essential、quality，即是一體一相，又「假名安立」說它是「色蘊生」了，一執著

有個「色蘊」，就說見到有個「色蘊」出現了，我們就說「色蘊生」了，是嗎？你的

生，「色蘊」的「生」都是假名安立，到「色蘊」不見了，某一種東西不見了，我們

又說「色蘊」它熄滅了，到了我修道了，我們知道，小乘的時候聽佛說，在鹿野苑裏

面聽見佛對他們講，三轉法輪的時候，釋迦佛怎樣講？他說：這個世界、這個人生是

苦，苦就是這個人生了，苦，苦應該遍知，我們應該要了解人生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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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很多人搞錯，人生為何是苦？我們都有樂的，原來佛經的「苦」字不是說

食苦茶、飲苦茶、被人打就很苦，那個「苦」字不是那解的，那個苦字即是什麼？不

美滿，有缺陷，是這樣解的。所以英國人譯它做什麼？evil，不是譯痛苦，不是那樣

解，所以那個苦不要解為痛苦，即是很廣義的，那個苦，人生是苦，苦應該遍知，這

個「遍」字是什麼？那個遍字即是清清楚楚，譯做英文是 complete，completely，

知得清清楚楚，叫做「遍知」。

「苦」應該遍知，「集」就應該永斷；「集」就是苦，這個「苦」的世界，

「苦」的人生，不是「 啪」那樣就起的，即是有因有緣的，「因」就是前生的宿噼

業，前生因為起煩惱就作業，這個就是前生的煩惱與業叫做「集」，「集」就是招

集，招集就是英文的 collect，招集，一個招集，這個招集起人生的原因的那種煩惱

和業，「集」就應該永遠斷除了它，應永斷。這樣，一講到「色蘊」，跟著就有所謂

「遍知」又有所謂「永斷」了，「色蘊」的「遍知」又有「自性」又有「差別」了，

越整越多，老爸生仔，仔生孫，一路藤連瓜，瓜連藤，越整越多搞到三藏十二部經這

麼多東西，是嗎？現在這麼多東西都是假名安立的，如果你將這些假名安立的東西，

你以為它是真的、執它為實的，你就衰了，這個就病症，這就叫做什麼？「遍計所執

性」，這些叫做「遍計所執性」。

這裏他講這個有為法，他講了六個相，是嗎？第一，你看，第一「色蘊」，這個

是總相，物質，這個是總相，一了解了總相之後跟住其他就來了，「色蘊」的自性

相，自性相，將這個「色蘊」開作兩相，自性相，即是本質本身，差別相，它的屬

性，「色蘊」的生，「色蘊」未生、未出現到出現叫做「色蘊生」，「色蘊」的滅，

「生相」、「滅相」，是嗎？那個生的「色蘊」是應該是要永斷的，「永斷相」了，

「色蘊」是苦的，我們應該要了解，這個是「遍知相」了。「遍知相」、「永斷相」

又可以分作自性與差別，一層一層分。其實每一個自性再可以分差別的，分出這麼

多，這樣總共這裡就有六個相。是嗎？其實前文的勝義諦相又有講過有這幾個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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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又有出入了，下文與這裏又有出入了，同是釋迦牟尼佛的口，講勝義諦的時候，

講這幾個相，講那個〈無自性相品〉的時候又有那幾個相，又有些出入的。到最後又

講幾個相又有出入的，總共有幾個相？總共十個相。我就是給你 signal，如果總別，

廢總別，不要總名，嫌它論盡(繁瑣)籠統，「色蘊」的內容分開來講有幾多種？「色

蘊」內容的屬性就分成九種，九種加上那個總相就十種，是嗎？九種，哪什麼九種？

「自性相」、它的本質，「差別相」、它的屬性，「生相」，它由無而變有的時候的

情況，「滅相，」由有變為無的時候的情況。「永斷相」，在價值上這是不好的，它

是由煩惱與業搞出來的，要將煩惱與業剷除，永斷、永斷相，咦？漏了一個？

聽眾：六，漏了那個六。

羅公：六、「遍知相」，是嗎？

聽眾：是。

羅公：漏了「遍知相」。七、「作證相」，作證相是什麼？滅諦，即是涅槃。涅槃我

們是應該證的。

同是「色蘊」，如果我們不執那個「色蘊」的時候就不起煩惱，不起煩惱

就不作有漏的業，不作有漏的業，那個「色蘊」亦沉沒，我們就涅槃。那時，

我們作證涅槃，我們應該要證的。「作證」兩個字譯作白話是譯作什麼？體

驗，直接體驗，即是 directly touching，直接體驗，譯做作證。你如果用白

話，體驗兩個字就沒有錯。有時你講佛法，你用這些名詞，別人是不懂的，你

說體驗，他就懂了。修習，道諦，八正道我們是要修的，都是五蘊裡面的東

西，加上總相就是十相。你加上我這個總共十個，是嗎？我漏寫了一個，一定

是當時無瞌眼瞓(打瞌睡)只寫了九個。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十個嗎？

羅公：十個。我漏了一個。

聽眾：九個而已。還差一個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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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遍知相」。

羅公：「遍知相」。

聽眾：「遍知相」第六而已！

聽眾：是呀！

羅公：第六、第七。

聽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而已！

聽眾：沒有，自性相、差別相、生相、滅相、永斷相、遍知相、作證相，修習相、總

相。

聽眾：九個而已！

羅公：是九個！九相、九相！沒有錯！我都說是九相，數個它是九相。

聽眾：就九個。

羅公：一個「色蘊」，如果你執著那個「色蘊」是實有的，是客觀存在的還說無嗎？

這個就叫做「遍計所執性」，這個「遍計所執性」的這個「色蘊」是無的，「相

無性」，體、相都無，如果你知道「色蘊」，你說它是實的是無，但是眾緣和合而生

的「色蘊」，有生有滅的這是假相的「色蘊」不是沒有的，這個叫做什麼？「依他起

相」，性、相兩個字是通用的，如果你要知道在那個「依他起性」之上，如果你不執

著它是實的時候，那個「依他起性」亦沉沒了，「依他起性」沉沒的時候就一無所

見，又不是無，那時候那個勝義諦就出現了，那時就是這個「圓成實相」。

這個「圓成實相」都是在「色蘊」裏面有的，「圓成實相」就即是勝義無性了。

不在「色蘊」裏面，只是「色蘊」兩個字就了解「三無性」了。這樣「色蘊」裏面有

九相的，是嗎？每一相裏面都有個「三無性」的，這個就是了解，現在先體會兩個

「性」，「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在這個「假名」上，眾生執著它，就是

「遍計所執性」，佛只是施設而已，佛不是執它為實的，為了度眾生，你說他是實的

嗎？他是用語言對你講，佛就是施設的，但是對眾生來講就是遍計所執，對佛來講是

依他起也行，你說它是圓成實亦得，是嗎？在佛來講是清淨的依他，就眾生來講這個

就「相無自性性」了，「遍計所執性」就即是「相無自性性」。聽不聽得明白？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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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聽得明白？

「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的)行相，是名依他起相。」「遍計所執相」的

假名的名稱，你執他是實，這是遍計所執，但是名稱所代表的那種東西不是沒有的，

記住了。現在那些人就是說空、空、空，連這個都空了，是嗎？譬如我們見到火，你

執著有「火」這個概念是實的，就是「遍計所執性」；如果「火」這個字所代表的，

會燒東西，會煮飯的那些，那個不是「遍計所執性」，那個是「依他起性」，聽不聽

得明白？「遍計所執性」是體、相都無的就叫做「相無性」，那個就叫做「生無

性」，這個你都沒有明白，一個人，見到一個人，他自己整天怎樣？有一個我、我，

譬如我就有個老羅，我色、受、想、行、識五堆東西組成一個公仔那樣，我整天覺得

有個「我」，我叫做我，當覺得有我，就煞有介事執著真是有個「我」那樣，其實這

個是什麼？「遍計所執性」，沒有的。謝謝！

「體」、「相」都無，亦可以叫做「相無自性性」，但如果我是知道，所謂

「我」不過就是對人講話，所以就說你或我，其實這都是父母生的身，眾緣和合而

有，幾十年後又是死了！放在棺材裡拿去埋掉？這是不實在的，幻的。我們這樣了

解，當我們這樣了解那個「我」實在是一件這樣的東西的時候，就不是執著這個

「我」了，是那個「我」字所代表的那五種東西造成的那堆東西了，如果我們知道這

個人生雖幻，我這個佛性雖無，我這個佛性，這個「圓成實性」無有眾苦，亦無執著

的，那時好像一片常寂光那樣，我們這樣體會，這套東西如果我們真正證到的時候，

這就是「圓成實性」，即是「勝義無性」。

證到的時候就有，證不到的時候又是怎樣？證不到的時候都是有的，不過是我證

不到而已！是嗎？即是你有一粒明珠很靚的，藏在身上，沒有人發現，但不是沒有那

粒珠子在你身上，不過你看不到而已，這就是「三無性」了。所以講到這裏，你又要

重新讀這個，講話就叫做「言說」，言說就一定有個概念，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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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一隻牛，牛！牛這個聲音、這個概念就叫做「言說自性」，但是牛會耕田

的，你說牛、牛、牛、這個牛的概念它是不會耕田的，真正的牛，有四隻蹄，有兩隻

角的，又會耕田的那個是真正的牛，那個是什麼？你叫牠做牛又得，你不叫牠做牛也

一樣是可以的，是嗎？你們中國人叫牠做牛而已！西方人叫牠做 ox，叫牠做 cow，

是嗎？這個都是離言的，牠本身你叫牠做什麼都可以，你叫牠做鬼都可以的！如果大

家、全國國會通過法，牛字不要，要叫牠做鬼！那麼 牛就變成 鬼了！是嗎？你叫劏 劏

牠做什麼都可以的！那些叫做「離言自性」，聽不聽得明白？一件東西的本質可以有

兩個方面的不同，從概念方面來看，就叫做「言說自性」，它真正的言說所代表的那

種東西就是「離言自性」，空就空這個「言說自性」，不是空「離言自性」，「言說

自性」是「遍計所執性」的、「遍計所執性」是一切分別所起的，「離言自性」的那

種東西不是無的。

現在學佛的人，尤其是讀完那本《六祖壇經》或者《金剛經》新鮮熱辣的，一味

空、空、空，一腳踢(所有)全部是空，人家「空」是什麼？在「離言自性」之上

「空」了言說的執著，你一了解，你就了解了那一段了。那個什麼？那個一宿緣，那

個永嘉大師(665-712)，一宿緣(一宿覺)，他走去見六祖就見道的，是嗎？後來他造

了一首《證道歌》，是嗎？

聽眾：永嘉。

羅公：是。

聽眾：永嘉禪師。

羅公：現在很多人，《永嘉證道歌》，現在很多人，日本人最喜歡，這些又說假，那

些又說假的，不是永嘉大師做的，日本人，有一個博士，寫博士論文，後來將

它來出版一本書，厚厚的，《永嘉證道歌的研究》，結果那個結論是假的，這

個人他拿博士的！

這個《證道歌》總之我們不要理它真假，《證道歌》裡面有一句，有兩句，「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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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業障本來空」(了即業障本來空)，一個人當你開悟了之後，就一定是見了道了，悟

了，你的業障，一悟了之後就知道一切都是空的，業障都是空的，不是今天才空，本

來就是空的，「悟了業障本來空」，如果你不「悟」，不「悟」，如果你不見道，你

就怎樣？你就被生死輪迴覆蓋著你，你周身不舒服，就「還須償夙債」了。(未了應

須還夙債)「償夙債」即是要就受生死輪迴的，束縛而受苦了！這兩句東西就是《永

嘉證道歌》的。有一位和尚的弟子，他讀完這裏就拿著去問師傅，那個師傅是什麼師

傅我不記得了，不理他是誰了。他說：悟了業障就本來空，空了！沒有了！不悟就要

「償夙債」，悟就不用「償夙債」了！師傅就這樣說。

好了，我舉個例，達摩祖師的大弟子，第二祖慧可，他接了法，傳了法之後，到

他晚年將他的那個法衣缽給了第三祖之後，他自己就對人講，他說要告假，我要還夙

債，是嗎？就走了去現在河北省的一個縣，那個縣官原來最憎佛教的，這個人！他就

走去那裏弘揚佛法，那個縣官說這個妖僧在這裡妖言惑眾，就抓了他，舊時那些官，

亂世的時候無所謂法律的，就說他妖言惑眾，這個妖僧，就把他抓去殺頭，一定死

的！他知道會死的！說：我要請假了，我要去了，我還有些夙債未還，我現在要去

了。好了，這個和尚要去問師父了，你估計那個二祖大師，二祖，你估計他悟了沒

有？當然悟了！何解他要還夙債！他有還債，明知道去那處會死的，他都走去給人家

殺頭！去還夙債。這件事何解呢？師父怎樣說？嘿！你真是傻，你不了解什麼叫做

「本來空」！你不識本來空了！你不識解「本來空」三個字，「本來空」都不識解？

何解？師傅？「償夙債」就是本來空嘛！「償夙債」就是本來空嘛！所以「本來空」

者就是「償夙債」嘛！聽不聽得明白？「償夙債」，如果你執著有「夙債」可償，這

個就是「遍計所執性」，空的，業障本來就是空，如果你是「依他起性」，前世造了

業，今世要拉出去殺的，這是什麼，這是「依他起性」來的，是嗎？如是因得如是

果，就是「依他起性」，這個是不空的！「償夙債」，你在「償夙債」上面執著有個

「償夙債」，這個就是空，你不執著「償夙債」的，「償夙債」本身就是「生無自性

性」，你明白嗎？你執著「償夙債」就不得了囉！我學佛，搞到學到二祖的地位都要

「償夙債」就搞不定了，這叫做「遍計所執性」，你這些就是要空。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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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明知道可以避的，他不去都行的，但他不肯，他要去，做給別人看，好像做戲

那樣做給別人看，他的死，要殺頭，或者他殺頭的時候他不覺得痛苦都說不定，是

嗎？好像耶穌釘上十字假，你以為他真的很痛苦嗎？耶穌這些這麼大的威德的，這些

是與十地菩薩一樣，你釘他十字架他都不會痛苦的，即是好像那些忠臣烈士，殺頭那

些都不痛苦的。明不明白？你一識得了三無性，你讀《證道歌》，你就差不多句句都

可以了解。但是有些不了解的，那些是該罵的，模糊。

譬如你揭一下《指月錄》第一篇，第一篇我就罵它了，那個和尚他說，講那個自

性，「冰壺不可動，猿猴探水月」。我說：這個真是亂來，講明白給別人聽，了義些

講給人聽嘛！讓人家估，問他的心性是怎樣的，他的心性就像一個冰壺，冰，結冰的

那些冰，冰的壺，何解？因為以前有句詩叫做什麼？「一片冰心在玉壺」，「冰壺不

可動」，那個冰壺不動的，「猿猴探水月」。好像那隻猴子在水中探月，想撈水中

月，根本就沒有水中月可取的，這樣讓人猜做什麼呢？全部將道理講給人聽就好了！

是嗎？他即是說什麼？冰壺是指什麼？「圓成實性」，這個眾生的佛性如如不動的，

不是說你不能動它，它的本性是如如不動的就是什麼？不生不滅的。但是我們眾生，

因為我們有妄念，這樣妄念？因為我們有煩惱就作業，「猿猴」就是指我們的那些煩

惱，是嗎？我們的心，起煩惱的心，貪就是作業，他作業，於是由作業的結果就幻變

出這個生死輪回出來了，生死輪迴這回事亦不過是水中月，鏡中花一樣虛妄不實的，

而那個「猿猴」去貪，貪金錢、貪財富、貪功名，功名富貴這些就如水中月一樣的，

那「猿猴」貪而已。

我識解，你們也識解，你們學過「三無性」的就句句都識解，那有深？那些人不

懂的就說：哎呀！深囉！想來想去要「參」，「參」什麼鬼？有什麼好「參」？這麼

淺白，是嗎？有些人真是「參」，抓住兩句東西來「參」，「參」了整世都說不明

白，「參」、「參」、「參」忽然間明白了！嘿！我又「破參」了！「破參」又如

何？即是想來想去一個問題想不通，細路哥(小孩子)看那些電視的常識與劃那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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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又橫又直的那些，劃來劃去劃不通，啊！現在我劃到了！我「破參」了！這又怎

樣？時時都會破的這些參！好了，這樣這個就是「依他起性」了。

現在一了解三無性之後，在「色蘊」裡面了解兩性，執著那個「色蘊」是實有就

是「遍計所執性」，這是名言，只是執一個概念，但是這個「離言自性」的依他起性

就是什麼？「生無自性性」是嗎？就即是「依他起性」。這裏順便講，言說自性都是

「遍計所執性」的東西，但是這樣，你那些無知的人就執著它是「遍計所執」，佛假

立它就不是遍計所執，他是什麼？他這個是依他起了。是假立的言說，不只是普通的

「依他起」，而且是清淨的「依他起」，只是遷就你的程度假立來講，所以如果你有

執著的，你就叫做「遍計所執性」，「相無自性性」，如果你不執著的就是「依他起

性」，明不明白？「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連「生無自性性」都是假立

的，「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即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又

名叫做什麼？「勝義無自性性」嘛！即是它無勝義的，即是「無自性的勝義」，是

嗎？聽不聽得明白？記不記得？明不明白？在「色蘊」處了解，讀完這裡就給時間

你。領第三性。「圓成實性」即是「勝義無性」，比較難了解一些的，「如是我今領

解世尊所說義者：若即於此分別所行(的)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由遍計所執相不成

實故，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是名圓成實相。」「世

尊依此施設」，施設即是假立，「一分勝義無自性性。」一部分「勝義無自性性」，

這裡識不識解？陳芷君識不識解？這句識不識解？這一段識不識解？

聽眾：不很明白。

羅公：不很明白？我解給你聽。

如是，這樣一來，這個「如是」即是 thus，「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

者」，我勝義生今天所了解到世尊所講的了義，「若即於此分別」所緣的行相，這個

即是「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所依的那些「行相」，諸行的相中，即是在那個

「依他起性」之上，在「依他起性」之上，如果我們執著它，我們就迷了，我們不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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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就悟了，是嗎？「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不成實」者即是什麼？無料(無能

力)，是嗎？在這個「依他起」之上沒有了「遍計所執」，沒有了「遍計所執」的時

候，「即此自性」，「此自性」即是「依他起性」了，就在這個沒有了「遍計所執

性」的「依他起性」之上，我們亦不起執著，不起執著的時候，我們不執著它有實的

自性了，是嗎？那種「即此自性」的無自性的性，就這個「依他起性」，「依他起

性」亦是眾緣和合而生的，無實在的這種無自性，「依他起性」之上那種無自性的，

最尾的「性」即是情況，即是英文的 state，state，無自性的「性」。這樣就是一個

解，這個「性」字。

第二個解，這個「依他起性」都無自性的，這個修觀，觀它無自性，觀他無自性

的時候就不再執著這個依他起了，連依他起都不執著了，那時就顯露出那個實性了，

無自性的性，即是指真如自性。第二個解。兩個解任你揀。現在那些日本人與那些台

灣的人，那幾個博士，最尾的「性」字當 state 解，當狀態、狀況解，那些法師解，

唐朝的法師解就當真如實性，無自性的這種觀所顯露出的真如自性，這個解好不好？

你們解是不是用這個解多？這個「真如自性」是什麼？「法無我性」就是觀一切法皆

無一個實的「我」，這是空觀。這種空觀把那個人我、法我執全部掃除之後，所顯露

出什麼？真如，這個法無我觀所顯露的「性」，即是真如性，這個真如性是什麼？是

清淨所緣，「所緣」即是境界，是一種清淨的境界來的。

無煩惱的境界來的。這樣我們見道證真如就見到這個。這個是什麼？當我們要死

的時候，我們就永遠與這個相吻合了，不再起生死輪迴的現象了，永恆的歸於、融化

於這個真如自性的時候就叫做涅槃了。所以所謂「涅槃」者，其實質就是真如來的。

聽不聽得明白？你夠鐘了。

聽眾：還有幾個字(時間)。

羅公：這個這樣的東西就「是名圓成實性(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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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成實性」記住，「圓」者，遍也，無乎不在，這個真如無乎不在，勝義諦，

「成」者，不滅的、成就的、實的、不是假的，真真正正的，樣樣都是(幻)的。那個

「相」字與「性」字都是一樣的解，這樣，這個就是「圓成實性」，「世尊依此施設

一分勝義無自性性。」世尊就是依據這個「圓成實性」假立一個名稱，叫做「勝義無

自性性。」這個是勝義諦，是由「無自性」這種觀，用這種觀的智慧，有修這種無自

性觀的智慧去體會到的。這樣，即是一聽見，我一瞭解這個三無性之後，一聽到講

「色蘊」，我們就了解這個，用「三無性」去解釋，知道它非空亦非不空，何解說它

非空？「圓成實性」是有，非空，「依他起性」不是全無的，非空，亦非不空，「遍

計所執」是無，非空非有，這樣，在「色蘊」有一個字我們要了解三無性，「色蘊」

的「生」，在「生」之上又一樣了解的，「色蘊」的「滅」在「滅」之上又是一樣了

解的；明不明白？好了，這樣，在「色蘊」裏面講三無性。

講下面那一段，己二，類餘蘊等說「三無性」。「類」即是類推，如此類推，其

餘還有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等是「等」什麼？等十二因緣、十八界、十二處、

四食那些，「等」。一樣可以講「三無性」，即是何止這麼多？你既然念阿彌陀佛，

你現在讀阿彌陀佛，你個阿彌陀佛都有這個「三無性」的，你死執著，我現在在這裏

就苦了！又要擔瓜又要賣菜整日搞不定，我還是安安樂樂走去極樂世界找個位置坐一

坐好了！這個這樣想的什麼？這是「遍計所執性」，是「相無自性」，不靈的！是

嗎？「相無自性性」。

第二，知道人生是苦，我要求出離，但是我亦不願意修小乘，因為我要救我多生

的眷屬，我是要修行，修行不能離開這個眾緣和合的世界與眾緣和合的人生，在這

裡，在這個娑婆世界裡修行會有一些危險性，不如我過去極樂世界裡修行，一樣是要

修行這樣久的時間，但是危險性就減少。所以我一樣是要乘願再來，要永遠行救眾生

的，我發了大菩提心，我要再來。這樣，這樣念阿彌陀佛，他這樣是「依他起性」，

這個「依他起性」何解它會這樣？怎會有這個情況呢？這個說法都是假立的而已。是

嗎？其實又是什麼？幻的，如果是幻我就不起執著，不起執著當下就是「圓成實性」

了。所以連聽到念南無阿彌陀佛都是三無性，一樣是有三無性，總之你用《解深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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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三無性套下去哪一本經，都沒有套不到的，沒有套不到的，所以了義經就是這

樣，套下去路路通的。你看：「如於色蘊，如是，」「如於色蘊，」好像在「色蘊」

裏面這樣講法，「如是於餘蘊皆應廣說；」「如是」即是這樣類推，於其餘的受蘊、

想蘊、行蘊、識蘊，這四蘊，「皆應廣說」，都應該要詳細來這樣講的，不過因為篇

幅所限就講不了這麼多，所以在五蘊裏面就講得清了，三無性講五蘊，在五蘊之上他

會體會到三無性，就因為他了解了三無性，所以他能夠徹底了解五蘊，今後，你們聽

見別人講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講地獄、講天堂，你就要用三無性去了解，因為何

解？現在在美洲，只有你們這班人能夠識得一些三無性而已，由這裡去到南美的麥哲

倫海峽，一路到那裡，都是這房裏面的這班人，這而且班人裡面真是了解的也只有一

半左右，是嗎？你們的福氣都不可謂不厚，是嗎？最低限度你識得用三無性來解釋。

「如於諸蘊如是，」如是，這樣「於十二處」，眼、耳、鼻、舌、身、意，色、

聲、香、味、觸、法，十八界，再加上眼識、耳識、鼻識、身識、意識，十八界，十

二有支，十二有支即是什麼？「皆應廣說；」「於十二有支，」什麼？無明緣行，行

緣識，就是「十二支，」「一一支」，每一支，「皆應廣說，」都是一樣解釋。「三

無性」。

你讀完之後，你今晚回去讀一讀《心經》，就已經不同讀法了。是嗎？以前讀

《心經》都還是有些矇矇的，現在，哈！好似明明《心經》以前我都了解的，為什麼

今日又可以了解得好一些？就好像什麼？好像看花，是嗎？霧中看花就矇查查都不識

得的，什麼叫做「五蘊」，什麼叫「一切皆空」都不識，霧裏看花矇查查(模糊不

清)，還有比較好一些的，好像你們那樣，聽完《心經》，也了解一些，雨中看花，

在雨中被水點隔住，雨中看花，現在你讀完這個三無性，再讀《心經》就好像怎樣？

沒有雨的，天晴看花一樣，但還未得是什麼？未能走到花裏面拿起花來嗅，這件事就

久了！要你見道以後的事了。是嗎？這個十二處、十八界就這樣了，於「四食，」四

食大家識了，「四種食」，「於四種食，」「一一食中皆應廣說；」又於什麼？「於

六界」，「六界」什麼？記不記得？佛在小乘經裏面解釋人身造成的五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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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即是元素，五種元素，「地」、堅硬性的物質；「水」、「火」、「風」、

「空」、「空」、空間；「識」、精神現象，每一種你一樣可以用三無性來解釋。

在「色蘊」上了解，就了解到兩個無性，是嗎？三個無性，第三個都了解了，下

面他很長氣。四諦一樣照樣了解的！他就長氣，整多了一句，四諦我都明白了，都用

三無性。實在他是多此一舉，多了下面那些就留著以後講。

聽眾：羅教授，羅教授！

羅公：piece，each piece，放進口裡，即是一段一段那樣食，有人說那個

「段」字應該解做「團」字，印度人吃飯就用手 個團來吃的，一個飯揸

公(飯團)那樣放到口裡，團食。

「團食」總之就是一團一團，總之「段」即是一團一團了，是嗎？「段食」；

「識食」，食的時候的那種精神狀態，「識食」；還有什麼？「觸食」，觸，享受

觸，「意思食」，心意，「段食」、「識食」、「觸食」、「意思食」，四食。「三

無性」經勝義生講一講你又更清楚了一些，變成以前那一段不讀也可以了，勝義生講

這一段也夠了。

聽眾：1989年 4月 15日。《解深密經》。

羅公：我們講到 30、44頁是嗎？

聽眾：是。

羅公：戊二了，是嗎？

他說，這部經的意思是這樣說，無性的道理，即是無性的道理，什麼不了義的

經，你一將三無性、將這個了義的三無性一套下去，就什麼都解通了，而且解得很清

楚，不了義都變成了義了。這樣，上文就講，譬如講五蘊，用三無性的觀點來看五

蘊，普通別人一聽見說五蘊，就執著有個五蘊了，但他用三無性的觀點來看，他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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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他看出什麼？如果你是執著有個實的五蘊，這是「遍計所執性」，「遍計所執」

的五蘊是空的，全空的，但是五蘊，眾緣和合所生的五蘊呢？那個是「依他起性」，

幻有的。這樣，幻有的就「生無自性」，是嗎？眾緣和合而生，所以他亦無自性，你

說他五蘊，五蘊不是憑空而起的，是嗎？他的那個實性是真如來的，這個實性就是真

如，就是「圓成實性」，我們一這樣了解，你講五蘊又好、十二處也好、十八界也

好，你那些人不懂的，就儘管執，他聽五蘊就不同了，同是一樣聽，五蘊就這樣了。

十二處、十八界、四食都是一樣。通通都是這樣，所以你抓住三無性的道理，就讀什

麼不了義經你都變成了義了，是嗎？你一了解了這些，你們大家回去再找《金剛經》

來讀一下，抓住三無性來讀，就特別與以前不同了，你看看。

還有以前你讀《心經》你覺得很㪐㩿(艱澀)，又五蘊皆空，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很㪐㩿(艱澀)，現在你一了解三無性就很容易，五蘊皆空，怎樣五蘊皆

空？如果你遍計所執的五蘊就全無的，空無的，五蘊，如果你依他起的五蘊，

就眾緣和合而生，生無，如果是五蘊的實性，真如，勝義無，勝義無本來不空

的，何解說它空？你要用空的智慧，空觀，用空觀來顯發出這個實性，所以叫

做「空性」，這就是五蘊。因為這樣，因為三無性來看五蘊的看法，五蘊是

空，是嗎？你們現在看五蘊皆空，比較以前聽《心經》就更加清楚，是不是清

楚一些？

「色即是空」，我們知道，「色即是空」，這個「空」是什麼？是「勝義無自性

性」，這個「色」就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的實性就是「勝義無自性性」。

「空即是色」即是倒過來而已！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樣的看法之後，這個

「空性」，「圓成實性」是怎樣的？那個「圓成實性」的相狀是這樣的，空性的相

狀，「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你就了解了，這個、這個三無性之中，如果

「遍計所執性」，本來就無，既然無這種東西又何來有生？無生又何來有滅？「遍計

所執性」的空性一樣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圓成實性」，這「勝

義無自性性」，五蘊中的「勝義無自性性」，這個是真如，是「不生不滅，不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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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的。

用三無性裡面的兩個無性就解釋了這個「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了，這樣，又看

這個，一路讀下去，「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這個「無」即是無自性，全部都是用三無性來解的，一點障礙都沒有，空空洞洞很了

義那樣，覺不覺得？陳芷君你覺不覺得？讀完這個之後再聽，就不用看，不用聽，你

自己都行了，就明白了，不用聽講。以後別人講《心經》，你都省回一些時間，不如

去飲杯咖啡，你就去什麼……

講來講去都不出最高的了義就是這個《解深密經》用三無性來解。而且現在那些

人，沒有讀過《解深密經》的，哪裡識得用三無性來解？不識的。你整天說，很多人

說我小看人，我就是這樣，看不起人，他不識，他不識〔三無性〕。你現在五蘊、十

二處、十八界都講過了，接著來看，四諦又如何呢？是嗎？這樣四諦以外，其餘的那

些東西又如何呢？都是如此類推，一樣的，所以你看看，戊二，領諦等二門說三無

性。

「諦」就是四諦，「等」就等些什麼？你看「等」什麼？四念住、四正斷、四神

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都一樣是用三無性來解它，一樣，你一聽起上來

就是了義，所以來到這裏你又知道，他說如果你是大乘根器的人，聽什麼經都聽出大

乘來的，是嗎？你現在要明白，應該明瞭了。一個不識字的阿婆她讀《地藏經》，見

別人讀《地藏經》她就執著了，哎呀！有這麼多地獄，又有什麼等等，聽起來毛管都

豎起，是嗎？如果你是，她這些是什麼都不識的愚蠢的人聽了就會這樣。

如果你是學一下空宗的人，你會想：地獄都是空的！只要我們，都是從緣生起

的，只要我們不作惡，你不作惡，地獄無緣就不能生了！這樣想又高級一些了。如果

你懂得三無性來解釋，你又怎樣？你執實有地獄這個就是「遍計所執性」，知道它從

緣生起這個就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即是「生無性」，「遍計所執性」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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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無性」，地獄之體不外是，地獄的實性就是真如，地獄都是「勝義無性，」地獄

都是勝義無性的，地獄的實體就是「勝義無性」。是嗎？那天何太講起，那個《證道

歌》，這個無明的實性就是真如，如果你又是用這個就變成了義了。你執著有個實的

無明，這個是什麼？這個是「遍計所執性」。

如果你知道無明是煩惱之一，煩惱無緣它就不能起，如果我們把它釜底抽薪，把

煩惱的緣截斷，無明亦不起的。無明是「依他起性」來的，「依他起性」是眾緣和合

而生，所以是「生無性」，這樣無明的實性。無明是有為法，一切有為法的實體、實

質，它的 reality 就是什麼？真如。這個真如是「勝義無性」，即是無明的實性就是

真如了，是嗎？你就變成了用了義來解了。

如果你用不了義來解，無明是令到我們生死輪迴的，真如就是我們證了它就成佛

的，無明的實性就變成了真如，你一樣是了義的，即是同是那一句話，是這種看法。

即是說佛所講，因為這樣的道理，所以《法華經》就有這句話了，講的是同一種東

西，但是你眾生的程度不同，所解也就不同了。如果你是人天乘的人，或者不信，或

者認為信佛都是教人為善而已，人天乘。如果你是小乘、聲聞乘的人，就聽出佛所講

的四諦，苦集滅道這一類，如果你是大乘的人，你就知道佛所講的是了義的三無性這

一類東西，「眾生隨類各得解」。隨著你是人天乘，得人天乘的解釋，你是聲聞乘，

你所得的是聲聞乘的解釋，獨覺乘就不用聽，是嗎？你是大乘就有大乘的解釋，眾生

隨各類的不同各得解。根據這兩句說話，所以就來我們下一個星期就講到，三時判

教，把佛法判為三時，這個「三時」也是便宜的講法，其實所謂佛說法沒有所謂什麼

「三乘」，是那些眾生有三乘，所以鳩摩羅什他就認為建立「一音教」，那些人問佛

教裡有無等級？「一音教」，沒有等級，你有等級，佛教，佛所說的教無等級，你那

班聽的人有等級，佛所講的「一音」就是根據這個。

即是不判教的，佛法裏面，有些判教，有些不判教的，不判教的，依《法華

經》，鳩摩羅什，不判教。不判教即是又叫做一音教，何解是一音？就是因為依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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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佛以一音說法。一音教。唯識宗就三時教，判三時，天台宗就八教，華嚴宗就判

五時，還有其他各種各樣判的，判教判得古靈精怪都有的，如果你真是想看各種判教

不同的，你就看看《歐陽大師遺集》，裡面有篇〈唯識講義〉，〈唯識講義〉前面的

幾頁，裡面由古到今將各種判教列成一個表，裡面有十幾種判教。現在我們只是聽來

聽去聽法師講天台宗的四教儀，天台宗的那四教，化法四教，化儀四教，加起來就八

教了。這個就是一音教。這樣本來唯識宗就講三時教，三時教，一講到三時就說我這

是了義，你的不了義，很多爭執，所以歐陽先生他就說什麼？依據鳩摩羅什，同時又

不違反就這個唯識宗，他講了這句話：「教則唯一，乘乃有三。」教是佛所講的教訓

就是一種而已，佛教教一種是什麼？他解釋，三藏十二部經，你將佛所講的不外就是

一點，佛所講的，佛陀所講的原理整日讀，哪個？

就是《金剛經》裏面的「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胎生、濕生、化生、若有色、若

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

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這一句，佛所說的一切教不外是這樣，這

個佛「因一大事因緣出世」就是為這一個「大事因緣」了。就是這個教則唯一，即是

教的宗旨就只是一個，但是乘乃有三，「乘」者就是你自己個人的根器有三種，你是

聲聞乘，幾好的大乘經你都聽出聲聞的，你是人天乘，你講到天花亂墜他都不信，即

好像車大炮(說謊)那樣的，這樣「教則唯一，乘乃有三」，歐陽先生。太虛法師呢？

當時兩個大德，這一百年內只有兩個大德最厲害，出家的就是太虛法師，太虛法師就

八宗平等，八宗平等發展，各宗有各宗的特殊，各宗有各宗接受的根機，我們就無謂

為它作判教的高低。於是那些人就罵太虛法師：說這些是做和事老，是嗎？都不是講

真理，真理到底是有高低沒有？你沒有講出來嘛！

就好像祠堂裡那些人爭身家，你做和事佬，大家都着(對)那樣。所以那些

人就說太虛法師這件事就不是很徹底。甚至到呂澂(1896-1989)批評太虛法師

的這個八宗平等，他就說他什麼？太虛法師第一就講八宗平等，平等發展，第

二就講什麼？講唯識，講唯識就用唯識的道裡解釋《大乘起信論》，學唯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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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剔《大乘起信論》的，太虛法師是拿《大乘起信論》用唯識的道理來解通

它，這樣，那個呂澂先生就說他是什麼？就說他是什麼？說他是「野狐禪」，

太虛法師所講的都是野狐禪，這個講法就太過分些，太過些，我是太虛法師的

徒弟，所以我就說他說得太過些，不過他說「八宗平等發展」又確實是和事

佬，到底有沒有高低你沒有答到，是嗎？

他兩夫妻打架打到頭崩額裂，你做和事佬：嘿！你們各有各着(對)，不要

打了！到底那個丈夫如何不著(對)，太太怎樣不著你沒有說，只是說你不要打

了就算數，這些是不徹底的講法。這是被人批評的。所以歐陽先生就說他這種

講法是鄉愿，鄉下的那些紳衿父老就叫做「鄉愿」，舊時的祠堂裡面，那些人

爭身家或者爭田地，在祠堂裏面開大集會，找幾個最老資格的人在那裏判決是

非，那些鄉愿，那些老人家一定這樣的：一人行一步了！總之兩個都著，兩個

都不著，一人行一步吧！歐陽大師就說：嘿！太虛法師這些就是鄉愿，這個講

法確是有些鄉愿的，我雖然是他的徒弟，我都佩服他八宗平等發展的精神，但

是你說一定都對的就太過一些，總有些是非的，不會說全部對的。

好了，這樣，四諦、四念住，等，「等」包括四念住那些，二門說三無性了。四

諦一門，其他的那些一門說三無性。用三無性來看，這樣看小乘的，我們不要說小乘

的苦、集、滅、道那些很淺的，就不用看了，就不是了，你如果用了義的三無性來看

就〔不是了〕，就因為這樣，你可以用三無性來解釋它，所以《大般若經》裡面反反

覆覆用四諦、十二因緣，反反覆覆來講的。又分作兩段，己一、己二。

己一就約苦諦領解三無性。第二就類，那個「類」就類推，如此類推，類推，餘

諦就是集諦，類推，如此類推即是集諦、滅諦、道諦，「等」是什麼？「等」即那些

四正斷、四念處那些來到領解，領解即是說，你講什麼小乘經，那些人都是一樣領

解，用三無性來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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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己一，約、那個「約」字即是依照那樣解，依照佛所講的苦諦的道理，來到

領受，用三無性的解釋來到領受。裏面又分二，庚一，依二性領二無性，二性，第一

就是「相無自性性」，第二、「勝義無自性性」。不是！「生無自性性」。依這兩性

來到領解，兩性就是「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來到領二無性，領「相無性」與

「生無性」，在「苦諦」上面，即是有「相無性」的「苦諦」，有「生無性」的「苦

諦」。庚二、於「圓成實性」領解「勝義無性」，而四諦的實性就是真如，這個真

如，真如就是苦諦的實性，所以在「苦諦」來看，它的實性也是「勝義無性」。所以

禪宗的人說：「隨手拈來都成妙諦」，你一了解，一了解三無性，隨手拈來都是真如

的，都是勝義的。現在我們看庚一了，依二性，「二性」即是「遍計所執性」、「依

他起性」，這樣，譬如我們「苦諦」，「苦諦」即是什麼？

有苦的人生，人生即是五蘊，有苦的五蘊，如果你執著有個實的五蘊，實的苦，

「苦諦」，實的五蘊，有實的「苦諦」，這個是什麼？「遍計所執性」是嗎？這樣依

這個遍計所執領解到勝義，領解到「相無自性性」了，如果你知道這個五蘊，這個

「苦諦」的五蘊都是眾緣和合而成的，這樣你所領解的就是什麼？「依他起性」了，

這個「苦諦」，這個「苦諦」是「依他起性」了。「依他起性」是眾緣和合而生，無

自性的，亦即是「生無自性性」，這樣即是依一個「苦諦」，那「兩性」就可以領會

到，領解即是領會，領會到「相無自性性」與「生無自性性」。

我們看經文了。「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依照我所領會到釋迦世尊所講

的義理，「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假名安立以為苦諦，苦諦遍知，或

自性相、或差別相，是名遍計所執相。」一句。識解嗎？如果我們，「若於」，若於

什麼？「分別所行」我們那個有執著、有分別的所了解的那個什麼？那個「遍計所執

相」，用我們的分別心所執著的那個「遍計所執相」執著的那個實的「苦諦」，這個

「苦諦」就是「遍計所執相」，但是「遍計所執相」是依據什麼而起的？先有一個

「依他起性」的苦諦，然後我們執著它為實，是嗎？這個「遍計所執相」，所依之而

起的那個行，「行」即是有為法，即是眾緣和合而生的法叫做「行」，「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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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相，這個「遍計所執相」所依的那些諸行的相，這樣，世尊就在這個諸行的

相上面就假名安立，本來它無所謂「苦諦」，無所謂「五蘊」，世尊為了度眾生就假

名，用了個假的名稱，「安立」即是說，「安立」即是說，講，講它，叫它做什麼？

叫它做「苦諦」。

其實「苦諦」如果你不叫它做「苦諦」，它沒有名字的，是嗎？眾緣和合而生，

那個叫做離言自性的「苦諦」，世尊就在「離言自性」的苦諦之上，假設一個名稱，

叫它做「苦諦」，這樣叫它做「苦諦」，在世尊來看，它就是用「依他起性」來安立

的，但是那些蠢的人聽見佛講說又有「苦諦」，就執著有個實的「苦諦」了，這樣就

變成「遍計所執性」了。所以這個假名安立的「苦諦」，在眾生來看它就是什麼？

「遍計所執性」。明不明白這個？苦諦，這個上文講過有十相，是嗎？不是！有九種

相：自性相、差別相、生相、滅相、(遍知相)、永斷相、作證相，修習相，還有那個

「總相」。是嗎？

聽眾：是。

羅公：樣樣東西都從九個相，即九個角度，九個 aspect 來看它，其中舉的幾個，

「苦諦」這個是「總相」，「苦諦遍知」，遍知相，是嗎？

遍知相之中又有自性又有差別的，自性相或自性相(差別相)，或者「苦諦」的自

性相，「苦諦」的差別相，「苦諦」遍知亦有自性相亦有差別相。這些這樣的林林總

總這麼多名詞、這麼多概念，如果你跟著它轉，「是名遍計所執相」。「是遍計所執

性」。所以你讀經，讀遍三藏十二部經，整套經、整套《藏經》全部記得，如果你執

它是實的，你就不如不讀好過了，何解？你讀了三藏十二部「遍計所執相」，你不讀

就沒有這些「遍計所執相」，你讀了反而是多了三藏十二部經的「遍計所執相」，你

讀了它，你執著有實物，就多了這麼多一大堆「遍計所執相」，是嗎？所以有些禪師

就說不用看經的！是呀！看了你就多了「遍計所執相」，不看就反而無，用了義來看

它，不了解，他沒有講錯。是嗎？但是你又可以說他講錯，他這樣教人不看經不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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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也行，即是我們看的時候知道他沒有講錯，因為何解？你一讀，看經就看多些

遍計所執相？是嗎？無中生有？是嗎？但你說不看也不行的，所以以前那個師傅教徒

弟叫他不用看經的，你一味參就可以了。

這樣從一方面來看是對的，是嗎？免多遍計所執嘛！但是你一味盲參，參歪了你

就很慘了！一世人生一百幾十年而已！你一參歪條路可能三十年都不能回頭，那時你

就死去了，你就慘了，你真是慘了！慘了！慘極。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慘情，那些人

就，禪宗到了宋朝，那種指天篤地，不用的！什麼都不用的！耽頭，耽天望地我們就

(悟)自性了！搞到這樣搞法的！這樣說：這些是我南方六祖的宗旨來的！那樣的！所

以唐朝已經是這樣了，於是那些人，唐朝那些法師，那些做方丈的，就制定一種規

矩，要什麼？整些功課，早上要他念，《楞嚴經》等等、等等，《大悲咒》這些，等

等，晚課要他念《彌陀經》這些，要他念，見他整天耽天望地，在那裡說是「參」，

說「參」其實是在那裏打瞌睡，要他做，於是搞出什麼？早課、晚課了，《禪門日

誦》是禪門裏面產生的，其實如果其他的教門是不用這套東西的，但是那班禪門裏面

整出這些東西，朝、晚課就是這樣整出來的！

好了，漸漸地那些人就整日說：我又修行了！我又參禪了、打坐了！得閒就耽天

望地又不看經，那又怎樣？又不做工，日日在那裡吃，吃到那間寺都窮了！這樣搞

法，於是那個百丈禪師(懷海)，叢林制度是百丈禪師設立的，百丈禪師於是就下了一

個規矩，一日不做工就一日不準吃，要那些人去做工，耕田掘地，什麼都要做，不做

就沒得吃。

其實你真正修行何須要你去做工？但有些人不是真修的，整天耽天望地那樣，要

他這樣不行的！所以百丈禪師為了補救這些，所以就設立了叢林的規矩，本來就沒有

這麼多蠱惑，這麼多規矩的，早晚又要讀課，本來，譬如我專念阿彌陀佛的，我早又

阿彌陀佛，晚又阿彌陀佛就得了，何須念那麼多《吉祥天女咒》諸如此類這麼多事？

有些做晚課，又做施食，做什麼呢？可以念專一的，但是你又不是！是專一就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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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有些人不是的！在那裡耽天望地，這樣你怎樣？我不如逼他去一定要做，不做

就趕走，不念就趕走了，五更天要你起身，天濛濛亮就要你起身上殿，念一個多小

時，晚頭三點多四點鐘又要你念一個多小時，好過你在那裡，你那班蛀米大蟲在那

裡，這樣就是叢林制度。

最初就這樣，後來都不行了，你念那些東西就都不做事，只是念早晚課不行，你

要做工！去做以身作則，故意有一天不做事，他自己做事的，他領頭去做，有一日說

不行了，當有些病，不做了，不做，他不吃。徒弟叫他：師傅，吃飯了！我今天沒有

做工，我不吃，我訂立的規矩，不做不食。不行的！你病。我明天做，我明天吃，今

天不做，我今天不食。他特意要立這些規矩。這些是什麼？末世才有這些東西，盛世

時候何需要立這些規矩？現在有些人，修行不如早晚念佛不可，其實這些是低級的。

如果你專修淨土念阿彌陀佛，何須參加早課、晚課？但是你入寺門就不能不參加，不

參加會趕你走的！但有些人就以為這樣，我念早課、晚課，我就修行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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