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不明白？ 你看看「世尊依此施設」，「施設」與「安立」兩個字同解的，即是

「叫它做」的意思。「諸法相無自性性」了。這樣即是在那個「依他起性」之上，假

立，「依他起性」本來就無名稱，是假立的名稱，這個假立的名稱，如果你不執著這個

名稱，都是隨緣安立的「依他起性」，即如果你一執著它實有就變成了「遍計所執

性」。「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的）行相」，即是不改它的名，它的本身，

「是名依他起相。」這是眾緣和合而生的「依他起相」了，這個「相」字與那個「性」

字通用的，「世尊依此」，世尊就依據這個「依他起相」，「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

了。依據這個「依他起性」就叫它做「生無自性性」。因為它是什麼？眾緣和合而生，

沒有他自己的。又有些經典叫它做「勝義無自性性」，但是這個解法不同，「勝義無自

性性」是無勝義的那種「性」，它是眾緣和合而生故無「勝義」的，那些是「依他起

性」。上文不是講過了？「勝義無自性性」有些人叫做「依他起性」，又叫做「勝義無

自性性」，「圓成實性」又叫做「勝義無自性性」，依這個二性，依這個「相無自性

性」與「生無自性性」領解到「相無自性性」與「生無自性性」。依「遍計所執性」瞭

解「相無自性性」；依這個「依他起性」就體會到「生無自性性」；這個勝義生是這樣

瞭解，你們跟著這樣瞭解，行不行？陳芷君行不行？跟住它的線索去瞭解行不行？

宗與教，宗就是指宗門，指禪宗，禪宗就無文字可尋，無跡可尋，世人所謂「羚羊

掛角無跡可尋」，禪宗就是這樣了，確是好東西，羚羊確是了不起，可惜就無跡可尋，

羚羊很厲害的，吃羚羊犀角那些很貴的，羚羊的角很短，像一個鉤那樣的，牠夜晚睡覺

的時候，睡覺的時候牠會上樹，在樹上將兩隻角掛在樹上面，無腳跡可尋的，尋找不到

牠的。羚羊掛角，掛角在樹枝上，無跡可尋。禪宗的人講的那些東西真是無跡可尋的。

它是羚羊，他真正是像羚羊了不起的！三論宗，《中論》、《百論》、《十二門論》，

《阿彌陀經》，念佛，都要依據經的，淨土三經，律、依據幾部律，都有依的。只有禪

宗就擺脫，因為它擺脫文字，認為這是什麼？得到佛的心宗，叫做宗門，稱為宗門，稱

自己為宗門就罵別人整天要靠文字，叫做「教下」，一個「下」字都有些貶低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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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宗的門入就可以了，你那些「教下」，如果真是教還好些，教下，整日拿著那本

經來讀，教下，宗門就指禪宗，教下它分為三家，稱為「教下三家」，天臺宗、華嚴

宗、唯識宗，這三宗叫做「教下三家」，禪宗就自稱為宗門，所以宗與教其實是兩種東

西。日本人硬是將那個英文的 religion，不知用什麼來譯好，都是好像我們佛教的宗門

教下差不多，將它來譯做 religion「宗教」，這樣搞法。

好了，如是，下面：庚二，依圓成實性領解「勝義無性」。又是一樣，「圓成實

性」是什麼？即是「依他起性」的實質，實性。是什說「勝義無性」，那個叫做什麼？

「圓成實性」了。「圓成實性」是要怎樣悟入？是不是讀本經可以讀到出離？不行的！

「圓成實性」靠文字也不行的。要怎樣？要修空觀，空觀即是無自性的觀，修這個無自

性的空觀，把一切遍計所執空掉，把「依他起性」之上的遍計所執全部空了，當你一全

部空了，沒有遍計所執的時候，那個依他起本身是無名的，是嗎？本身就是無名的，一

點都沒有執著，那個依他起的相狀如果你一入定，那個「依他起性」的相狀就沉沒了，

「依他起性」一沉沒，就好像空空洞洞的又不是無的境界，那種境界是超過時間、超過

空間的那個實在了，那個實性，宇宙的實在就顯現了，那個叫做「勝義無性」的勝義

了！那個就是「勝義」了，那個「勝義」是什麼？無性是要什麼？無自性，是要無自性

那樣的觀證入的，「勝義無自性」。這樣依據「圓成實性」，又從另一個角度叫做「勝

義無自性」。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這樣，「如是」

即是 thus，這樣，依據我所領會到世尊所說的道理，「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

依行相中，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

緣，是名圓成實相。」這裏漏了一個「性」字，如果我們，「若即於此」，於此什麼？

於這個，這個「行相」，看不看到？這個行相，即是依他起性，這是什麼行相？遍計所

執所依之而起的行相，依著它而起遍計所執相的行相，「遍計所執相所依（的）行

相」，這個「遍計所執相」是怎樣起的？是分別所行的，是我們的分別的，執著，分別

即是執著，即是執著心所行的，執著心所行的遍計所執，這個「遍計所執相」所依的

「依他起相」的有為法，「行相」，在這個依他起之上，「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

由於我們能修止觀，修到這種「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即是無料，沒有了，遍計所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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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那時是怎樣？無名，是嗎？無名的那時什麼叫做山，什麼叫做水，根本就無，

一片，連「一片」兩個字都沒有的！不是無，那時那個形狀沉沒了。那時，「即此自性

無自性性」，「即此自性」，這個「自性」就是指這個「依他起自性」了，就這個「依

他起自性」，這個依他起自性我們不執著它，不執著它就變成「生無自性性」，是嗎？

即指自性的「無自性性」，這個「依他起自性」的那種「無自性性」，這個是「生無自

性性」了。這個「生無自性性」，在「生無自性性」裏面不執著它，再修空觀，完全空

了一切執著，令一切「遍計所執相」，一絲一毫的「遍計所執相」都無，那時的「依他

起性」就沉沒了，那時那個真如就出現了，無、「無自性性」的那種無我真如，用無我

的觀，無我觀就是空觀，用那個空觀所顯露、揭露出來的那個真如，這個真如就是什

麼？清淨所緣，就是我們的清淨無漏的智慧所瞭解的，「清淨」者指無漏智，無漏的無

分別智，即是這個般若智，觀照般若，所認識的，「緣」即是認識。這個「是名圓成實

性（相）。」這個「圓成實性」，「世尊依此施設一分勝義無自性性。」世尊又叫這個

「圓成實性」做一部分的「「勝義無性」，」何解？「勝義無性」，是「依他起性」有

叫做「勝義無性」嘛！「圓成實性」又叫做「勝義無性」，這樣就一人一半了，是嗎？

但是其實不同解的，依他起的「勝義無性」就說它「無勝義」的那樣解，這個「勝義無

性」是怎樣？這個勝義，這是勝義來的，這個勝義要無自性觀揭露出來的，就是這樣

解。名不同，意義不同，識不識解？這即是說，我們在四諦裡面在那個苦諦，我們都看

得出那個三性，三自性，「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三自性的反

面就是三無性，有這樣的瞭解，任你小乘人講的東西，你執，你的老師儘管不執著，學

生聽的他一樣執著。有時學生聽的沒有執著，但是老師一樣執著的。

我講一段笑話故事給你們聽，從前有一位叫做陳那菩薩（Dign gaā 約 440－

520），因明大家，這個是十地菩薩來的，陳那菩薩。陳那菩薩是南印度人，很早年

他就出家了，他跟一個小乘人的，小乘的一派，叫做犢子部 （V ts putr yaā ī ī ），犢子

部出家，犢子部是執著什麼？執著我們的一切東西都是汙糟邋遢的，只有一種東西是

清淨的，那種東西是什麼？就是那個「真我」，執著有個「真我」，那個叫做「勝義

我」，其他的假，我這個五蘊所成的假我是空的，但是我們有一個真我，有個真我是

怎樣？超過時間，超過空間，又無形，又無相的。這個不就是禪宗的人整天講，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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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罵他，禪宗整天參那個，那個無頭無尾，無底無面的那個傢伙，那個佛性的，它叫

做真我，有一派叫做「真我」，叫做犢子部，犢子部叫人更加不用什麼做功夫，一味

修止觀，修止就不用講了，修禪定了，修觀是怎樣？什麼不用做，找尋，找尋什麼？

找尋這個真我，超時間、超空間、不可說的真我。離言的真我，如果將真我這兩個字

改做佛性，這就直頭就是六祖的禪宗了。是嗎？參，找尋，在止觀裡找尋不就是參？

很早時，禪宗還未入中國，那時候已經有這套東西了，很早的，這到底是小乘的東

西，但在小乘來講這套東西就無可厚非的，但是大家各派不同，大家攻擊他，說他執

著有個我，其實哪有執著那個我？他執著那個真我不是普通的我嘛！那個我即是真如

性來的嘛！你大乘的人還不是執著真如？是嗎？那些人有時兩派之間你罵我，我罵

你，罵得很離譜的。我們今天還公平一些。

這樣陳那就在那裏出家，問師傅：出了家了，我怎樣修行？師傅說：你修止觀吧！

修止觀，修止就是定，怎樣觀？觀什麼？觀？你找尋一種東西，找尋什麼？找尋一個不

可說的，說便不對的，講不出的，無頭無尾，無底無面的，超過時間又超過空間的，找

尋這個真我，你找吧！找到了！你就證果了！這就是禪宗了，你說是不是？是嗎？這個

正式是禪宗的東西！很高級的禪宗的東西！這樣陳那菩薩就不信這套東西的，找尋？怎

樣找得到的？實在是找不到的！你要修空觀自然就見到的！哪用找？其實找便不是了！

無乎不在，無處不在，何需找？它不顯露而已！那怎樣顯露？你修空觀它就顯露了！現

在禪宗的錯誤就是這樣了。所以就找、找，參來參去，找了一世，很容易找到八十歲都

要死了！是嗎？這樣，他找，他想破他，但是又不好意思，又不敢膽當面說師父不對，

於是白日固然是修止觀，他夜晚也修止觀，夜晚別人睡覺的時候，他就點著燈來修，修

的時候還這樣，左邊眨一下眼，右邊又眨一下眼，前面又眨一下眼，扭轉後面又眨下

眼，那些人看他怎樣修，看他夜晚都不睡覺在那裡修的時候，整古做怪用眼睛四處找就

問：喂！你做什麼？你現在修止觀？他說：我修觀嘛！師父叫我去找呀！去找那個真

我，不可說的真我，在我心裏面，叫我去找。我在心裏面找來找去都找不到那個真我，

這個就是正式的、真正的禪宗的東西了。是嗎？達摩，二祖說，問他安心法，安心？你

拿個心來我替你安，心了不可得。我在心裏面找那個真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我以為

一定是我的智慧不好，走在外面也說不定，我現在四圍（處）找，所以就睜大眼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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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我想找個那個「真我」。那些人說：你這樣搞法！他說：是呀！那些師兄就報告給

他的師傅聽。其實他是想那班師兄報告給師傅聽，這個人的智慧是了不得的！這是賢劫

千佛之一，是十地菩薩來的，這個人的地位幾乎與彌勒菩薩相等的，陳那。那個師傅就

找他來問：喂！你這樣搞法做什麼？我聽師父教訓，要找那個真我，因為我的智慧太

劣，找來找去在我心裏面找不到呀！找不到，所以我要去外面四圍找，誰知都是一樣找

不到，你一點都不聽我的教訓，我叫你坐在那裡修，來找嘛！你就四處這樣找，不要

你，你走！我不要你這樣的徒弟。這樣就趕他走，他就磕頭後就走了，走了。就走了去

世親菩薩那裏去學唯識了。這樣，陳那就有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為何會講起這樣的故

事，我都不知道。

聽眾：你在講……

聽眾：應該是圓成實性。

羅公：是，找尋「圓成實性」。

不用找的，你修空觀，完全空了一切執著就行了。是嗎？那個「遍計所執性」沒有

了，那個「依他起性」就沉沒了。即是不現的，依他不現，固然不是沒有，當下就是

「圓成實性」。所以華嚴宗的人有一句話講得很好的，當我們修行，當你觀了一切執著

掃除了，五纏、十使、十結全部掃除，乾乾淨淨的時候，我們一毫都沒有執著的時候，

那個真如實性就躍然顯現了！他講得太生猛了，「躍」就是跳躍，好像出來那樣，躍然

顯現，你不要執著它真是會跳出來的！即是那時就真是顯現了，這個講得很好的。好

了！

「類餘諦等領解無性」了。「類」就是如此類推，就是用三無性來解釋，即是說

什麼都可以，你講什麼都可以，是嗎？別人念《高王觀音經》說它是假的，假都你不

理，總之你都是用三無性一套下去，說真、說假都是「遍計所執性」，是嗎？社會上

有一本這樣的假的經，是「依他起性」，為什麼有假的東西？因為有這個世界，為什

麼有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不是虛無的，是有它的實性，這是「勝義無性」的，隨手拈

來都變成是了義，這樣，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四諦、四諦裏面，剛才用苦諦講

5



了，是嗎？集諦、滅諦、道諦還不是同一樣道理？「類」、「類」就是如此類推，其

餘集、滅、道的三諦，等是等什麼？等四念住、四神足、五根、五力等等。都是用三

無性來領會的。你看看，「如於苦諦，如是於餘諦皆應廣說。」一句。「如於苦

諦」，好像剛才所講，在苦諦裏面，要用三無性去領解，如是，這樣，「於餘諦」，

於其餘的那些集諦、滅諦、道諦一樣，「皆應廣說」都是我們應該詳細地去瞭解的，

詳細說明的，這個「應」字來的，你們的後生仔寫，我的字不是好，但是我這個草書

的法是最規矩的，那個「應」字這麼多筆劃，你寫起來就很辛苦的，你應該，凡是普

通這樣，有個例的，凡是這個字這樣寫，三劃，你就寫兩劃就夠了，慳（省）了一

筆，一千字就慳（省）了幾多？即是你這樣寫壽命就長了。那個「應」字幾多筆呢？

它有一個例的，這裏，這裏王羲之的寫法就是這樣的，這裏就代表這裏了，這個是心

了，所以這個應字就這樣，普通人直情這樣。

聽眾：哦！這樣寫。

羅公：一樣而已，你這樣寫就可以了。你就是這樣也行，一樣，都是三，一、二、三，

一、二、三，這樣寫差不多有個例。譬如現在，世尊的「尊」字，你寫個「尊」

字幾論盡（麻煩），這麼久，普通你這個就可以了，很省鏡（好看）是嗎？我寫

慣了這些字，就可以慳（省）了三分之一的時間，這楷書與寫這些，這些可以慳

（省）三分之一的時間，我的字不好，你不要學我的字，但是你學我的那種方

法，那個規矩，你就可以學。「如於聖諦如是，於諸念住、正斷、神足、根、

力、覺支、道支中，一一皆應廣說。」識解了？

聽眾：何解「覺支（中）」？這個「中」是什麼意思？

羅公：「中」就是裏面。「如於聖諦」，在四聖諦是如是了，在「念住」之中也是一樣

了，在「四正斷」之中也是一樣了；在「四神足」中也是一樣了。是嗎？還有，

我教你們，後生仔慳功夫，那個「正」字，這個是最正確的行草書，這樣一劃就

是等於這個了，是嗎？這裏下面的「止」普通是這樣寫的，下面一個〔心〕亦

得，寫一連也可以，斷也可以，那個正字是一筆、兩筆、三筆、四筆，譬如講

一、二、三、四、五、五筆的，慳了一筆，那個「止」字，止了，那個「止」

字，是嗎？譬如這個足字，那隻腳，下面是「止」字，足字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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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樣寫就可以了。

羅公：「足」字。那個路的「路」字，你這樣寫就可以了。凡是例，那個口字，普通那

個口的寫法有個例的，寫落下面，……或者兩者連起來也行，這樣也行，在旁邊

的，這樣也可以，唯識的「唯」字這樣，兩邊都可以，口字，譬如那個「言」字

那樣，言字，初時就這樣了，言字，這個就是言字，這裏略兩點，這兩點……

聽眾：從來未學過，但我是自己做出來的。

羅公：這個和字這樣，這樣就可以了。好像利字那樣就寫得通了，那個佛字普通你就不

用寫整個的，這樣省了一筆，樣樣都慳一筆；樣樣都慳一筆，有些是慳兩筆，將

來中國的文化如果樣樣都要寫楷書，那個文化就無法子追得上那些世界強國的，

人家霹靂啪勒打字，一下就打了出了幾千字出來，你在這裏寫都未曾寫不到 200

字，人家就打了出了幾千字，怎樣追呢？怎樣追別人的文化？是嗎？

聽眾：現在電腦打中文也是很快的。

羅公：什麼？

聽眾：平均六個字都不用，三個 abc 就可以打到個字。

羅公：不是！

聽眾：兩個半字就可以打到。

羅公：所以中國的文字非要認真好好地處理〔不可〕，不然你就落後了。在這裏，「如

於聖諦」，好像在四聖諦那樣，如是在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覺支這些等等裏面，「一一」，「一一」即是每一種，我們「皆應廣說」，皆

應該依三無性來詳細瞭解，詳細說明。這個就是根據什麼？「四念住」、「四神

足」那些，「五根」那些。「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

執相，（這個遍計所執）所依（的）行相中，假名安立（叫它做正定）以為正

定，」八正道裏面不是有個正定嗎？是嗎？

聽眾：是。

羅公：這樣，如果你執著，「正定」就是好東西，如果你執著「正定」這個名言，這個

是什麼？

「遍計所執性」，如果你知道我們修行就需要入定，入定就可以令到我們，引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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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根本智慧，如果我們修定就要怎樣、要怎樣才能夠修，那樣這個定就是「依他起

性」，這個「定」最後的本質就是什麼？不外是真如佛性來的，這個就是「圓成實

性」，這個三自性的另外一個角度看，即是三無性了，用正定來做例，對正定來看，又

可以用三無性來解，「及為正定能治所治，」「及為正定」所治、能治，那個「治」字

寫正它，我一下子拿起筆就「所治」、「能治」，「正定能治所治，」「若正修未生令

生，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長廣大，或自性相、或差別相，是名遍計所執相。」「正

定」這個名，如果你執著它是實的是「遍計所執相」，「正定」是能夠對治煩惱的，能

對治就是正定了，一修正定就能夠對治我們的散亂心，那個散亂心就是所治了，是嗎？

「正修未生」，當我修，修正定的時候，是正在修了，「未生令生」，我們未能入定，

我們令它入定了，這種是一回事，這回事如果你執著這是實的了，這樣就成佛了！這樣

就是「遍計所執性」。你知道，我們想成佛，想修行，要依靠它做橋樑，這樣這個就是

「依他起性」。你知道這個都是真如實性的顯現來的，這個就是「圓成實性」。正修

的，正是修那種「未生令生」，「生已堅住」，生了之後令到它很堅固，不要失去，

「堅住」，「不忘倍修增長廣大，」不是以為只是修到這樣就夠了，還要不能忘記，要

整天加倍去修，將它來一路發展、增長廣大，擴大它，「增長廣大，」將它 develop，

講它來擴大它。這樣以為這回事就是這樣了，應該了。但是如果你執著這回事是非這樣

不可，你這樣是什麼？「遍計所執性」。你知道，啊！這樣做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的，這樣是「依他起性」，你知道這樣都是實相顯現的，就是「圓成實性」。反面就是

三無性，不論這麼多東西，正定、不忘倍修等等這些，他的自性相，它的差別相等等，

如果你執著它是實的，都是遍計所執相，所以禪宗的那些人說，一落了名言就是戲論來

了！你們看這句，「餘成戲論」，一用說話講，一用說話講就變成了戲論，何解？不要

講嗎？閉上嘴嗎？不是，如果你一落言傳，執著言傳的那些東西是實的，就是「遍計所

執性」，就是戲論。你知道這個是過海的那個木筏，要借這個言詮來瞭解那種道理而

已，這個就是「依他起性」，所瞭解的道理與這個言詮的本身亦是這個真如實性的顯

現，這個就是「圓成實性」。

你一瞭解《解深密經》，你拿那本禪宗的，買本《指月錄》，你記住，買本《指月

錄》，你一讀，讀到你用三無性、三自性去解，沒有解不通的！解不通就是他之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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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話不清楚，是嗎？一定解得通的，你們聽完《解深密經》，真真正正從頭聽的，不

是偶然來聽兩三堂（課）的，你就有資格看，再看《心經》，是嗎？甚至有資格講一下

《心經》，你有資格再看《金剛經》，重新瞭解《金剛經》，或者解《金剛經》給別人

聽，這都是你聽過的，更有資格了，你看禪宗的一切語錄你都可以看，無有你看不通

的！是嗎？什麼公案你都可以用三無性、三自性去搞定它，當然亦有少許它不是很清

楚，搞不定的。大部分你都可以搞定，還有什麼《維摩經》，什麼經，那些《地藏經》

那些，你隨便講給別人都行了！是嗎？《維摩經》就不行，《維摩經》就看就可以，講

你就不要做。《地藏經》、《阿彌陀經》你都可以講了，都可以了，只要你一路聽，聽

到現在，沒有怎樣歇的都可以這樣講了。「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世尊就依

據這個「遍計所執性」，就叫它做「相無自性性」，「施設」即是叫它做。「若即分別

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這個「依他起性」了，「行」者就是那個眾緣和合所生的

「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遍計所執所依的「行」，這個「依他起性」「是名依

他起性（相）」了。是嗎？「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世尊就依據這個「依他

起性」，叫這個「依他起性」做「生無自性性」，及又叫它做一部分的「勝義無自性

性」，因為「勝義無自性性」有兩個解法的，「勝義無自性」就是無勝義的自性，就是

這個了，「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即於此分別所行（與）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

中，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即此自性，」漏了那個「即」字來的，「即此自性」，

「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是名圓成實性（相）。」這句聽過了，

他說：「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的）義（者）」， 依照我的領解，體會到世尊所講的

道理，「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的那個「依他起性」的那個行相裡面，只

要你撇除了那些遍計所執，「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不成實」者，無料（無能

力），無料，「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性。」沒有了遍計所執之後，你就在那個

「依他起自性」，即此「依他起自性」來修觀，用法無我的觀，用這個法無我的觀就顯

露出那個真如，那個真如叫做法無我的真如，這個真如就是清淨所緣了，要我們的清淨

般若智所攀緣，所瞭解的，它這個所瞭解的清淨所緣，「是名圓成實性（相）。」就，

這樣就叫做，「是」即是這，「名」就叫做，這就叫做「圓成實性」。「世尊依此施設

諸法一分勝義無自性性。」世尊就依據這個「圓成實性」，就施設了一分，叫它做一部

分的「勝義無性」。這個「勝義無自性性」又不同解了，「勝義無自性性」是什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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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勝義來的，是要用無自性這種空觀才能夠證到的，這一部分。《解深密經》最論盡

就是這兩句，但在當時確是，一定是當時有兩個不同的解釋，所以不能不是這樣，明不

明白？聽得明白嗎？以上聽得明白嗎？全部結束了〈無自性相品〉，不識就讀多兩次，

包（一定）識的。

好了，講完之後他講了一個譬喻，這是什麼？實在是多此一舉的，即是畫公仔，加

兩筆鬚落去那樣解，無謂的，不用理的。你看看，舉喻，舉四個譬喻，用這四個譬喻重

新來到顯示出上文的三無性的道理，就分四，四個譬喻，戊一、戊四，先看戊一，戊

一，毗濕縛藥喻。印度醫學界很早很早，大概在佛的時代，已經發現了一種藥叫做「毗

濕縛藥」，那種「毗濕縛藥」是什麼藥來的？它本身沒有醫（治）一種病的〔功用〕，

〔但〕凡是那些醫人病的藥加了它下去，就更加促進那種藥醫病能快些治癒的，這些就

好像什麼？像中國的中醫的那味甘草差不多上下， 加了進去，有毒就調和，無毒就促進

你令你快些好，那種就叫做毗濕縛藥，印度有一種這樣的藥。現在印度還有沒有這種藥

就不知道了，你看看，第一個譬喻，戊一，毗濕縛藥來譬喻，世尊啊！叫一聲他：「世

尊！譬如毘濕縛藥，一切散藥、仙藥方中，皆應安處。」譬如那種「毘濕縛藥」，不論

你一切一切的那些什麼？「散藥」，各種散的藥，「仙藥」，那些什麼？那些婆羅門說

是可以修煉出來的仙藥，「皆應安處」，「安處」即是安置，都應該安放那些「毘濕縛

藥」下去，它有毒性就減低它的毒性；它有那種積極的功能就發揮它的那種積極的功

能，不論什麼藥，加些「毘濕縛藥」下去就更加好些，即是說什麼？你看佛經，把三無

性這種道理加下去來瞭解，「如是」即是這樣，即是英文的 thus，「如是」，這樣，

「世尊（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的）

了義言教，」漏了個「槃」字，是嗎？

聽眾：「無」字，漏了個「無」字，

羅公：漏了「無」字，「無自性（的）性」，「了義言教，遍於一切不了義經皆應安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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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不了義經，不論你《觀音經》或者《阿彌陀經》，或者了義也好，不了義也

好，放了下去，加了三無性來解釋，不了義都變成了義了。我解釋這句，世尊，世尊

啊！「依此諸法」它依什麼？依著你世尊所講，「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本來寂

靜），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這樣的那種三無性，那種無自性性，無自

性的那種道理，是嗎？最後的「性」是無自性的那種性，用這種無自性的性，這個下

面的「性」就是性質的「性」，那種是了義的言教來的，這種了義言教遍於一切不了

義經，普遍地在所有不了義經，「皆應安處。」安放道理去解釋它。這樣即是了義經

猶如「毘濕縛藥」。

第二種，彩畫地喻。彩畫就有個彩畫地，怎樣「彩畫地」？印度人畫畫是怎樣的？

畫畫就有個畫的地的，現在這幅畫，那個地就白色的，白地，有些是彩地的，有些是成

個藍色的底的，有些是整幅金色的底的，黃色的底的，有些全部用紅色的底的。有了一

個「地」之後，令你上面加了形象就更加顯現一些，托起它更加好一些，好像等於什

麼？猶如牡丹，可以畫幾塊葉在上面就更加好些。但你畫葉，用葉來譬喻又不行的，葉

就是一部分而已，那些是畫的地，整幅畫有地的，那些彩的畫地，各式各樣的畫地：或

者青的、或者黃的、或者赤的、或者白的那些畫的地，叫做「畫地」，彩畫地，這些中

國人叫做「絢」，絹又得，不過普通應該讀絢（勸），絢者，那些畫地，我們畫畫的時

候要找一幅絢，絢，絲字邊，絲，一幅絲上面。很早的時候就有這句話，引《詩經》，

《詩經》怎樣？「巧笑倩兮」，一個女子，笑，笑得很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那對眼睛很靚，（《詩經·衛風·碩人》）很美，她望一望你，你覺得很美，「美目盼

兮，素以為絢兮。」「素」那些白綢，白綢用來做「絢」，做畫地，《詩經》有這句。

這幾句詩怎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即是一個女子笑得很靚，眼睛看人，令人發

生一種美感，一定要她的本質靚才行，如果的本質是（ ）雞痘皮，歪嘴，不笑，不只掹

不巧，她不笑比笑更好，是嗎？她不看你就好過看你，要什麼？要你的本質好才行。意

思就是這樣。「素以為絢兮」下面這一句，你想要那幅畫靚，要找一些素的白絢，很靚

的白絢來做畫地才行，如果找一張……

如磕頭那樣，你真的很虔誠地磕頭才有用的，只是求其那樣磕頭做什麼？是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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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夏一聽見什麼？「繪事後素」，即刻明白，然則我們講禮，禮就是在後的，要先

有了真情先，孔夫子即刻讚他：「起予者商也！」令到我興奮的就是你了！「始可與言

詩已矣。」你以後有資格讀《詩經》的！所以你們年青人，你們這樣的，想真的吸收一

些古人的遺產，錢不需要掙很多，掙夠就好了，讀什麼？讀多些古人的書，中國人最緊

要讀什麼？讀《論語》，《論語》是孔子所講的語錄來的，差不多每一句說話都把人生

滲透，好像一個水晶球那樣，只是這裡這樣已經很好了。還有很多，很透徹的，還有很

多好很耐人尋味的，譬如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當你祭神的時候，好像有神

在那裏一樣，孔夫子教我們，祭神如神在，我拜神的時候，好像有神就在受我拜那樣，

意思是怎樣？你要好好嗒（品嚐）一下味道，即是孔子都不是很信任神的！他說

「如」，好似而已！即是不是真的有神在這裏的！不過我們要慎終追遠，我們的文化傳

統都是要有祭神的，我們就要保持著它，這是我們的文化。現在這個加拿大整日講

heritage，就是那種傳統，我們不要隨便傷害傳統，後生、年青的人不能去傷害傳統

的，是嗎？這個傳統不行的！那個傳統不行的！不行的，譬如胡適之就是了，要打倒孔

家店！孔夫子所代表的中國的傳統他要打到它，打倒，結果被他在五四運動時，他和那

個陳獨秀（1879－1942）整天打倒孔家店，孔家店都幾乎被他差不多打爛了，再加以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被那個江青四人幫再來搞一搞，幾乎孔家店，真是孔子廟都拆掉了！

將要（未）開工，周恩來使人去截止：不能拆！這樣然後才保存了孔子那間（廟）而

已！這樣，這些孔家店就打倒了，你胡適之的胡家店豎不起，要豎得起代替孔家店才行

嘛！孔家店沒有了，你又沒有第二家店，那怎麼辦？人家就徬徨無依的！毛澤東就什麼

都想用毛語錄就行了。

聽眾：毛家店。

羅公：想豎起他的毛家店，死了都沒有多久，毛家店現在就好像，好像已經腐爛了！沒

人讀了，〔孔家店〕現在又好像再翻生了！在內地，打不到的。何解？如果是這

個民族的文化是這樣的，你打它是打不到的，你打完一段時間它又起來了。現在

孔家店都打不到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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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講了這個「彩畫地」。「世尊！如（那些）彩畫地，遍於一切彩畫（的）事

業皆同一味，」你說藍色的，就整幅都是藍底，你說紅色的就所有都是紅底的，「同一

味」，「或青、或黃、或赤、或白，」不論你青、黃、赤、白都好，你一用它做地做

「地」就是遍於你的這幅畫了。「復能顯發彩畫事業。」不止它是「同一味」，還托起

你畫的那些花草、山水，那些山水、人物等，彩畫它都能托起。「如是，世尊！」這

樣，世尊啊！「依此諸法皆無我（自）性廣說，」「廣說」即是詳細地一路講，乃至，

「廣說」兩個字即是等於點點點點（……）,白話文裡面，「乃至（到）自性涅槃，」這

種這樣的「無自性（的）性」的講法，「無自性性」，這種這樣的「無自性性」的講

法，這是一種「了義（的）言教」，如果依了「了義（的）言教」，「遍於一切不了義

經，皆同一味，」在一切不了義經將它來引申進去，不用深入，在裡面的道理是同一味

的，「復能顯發彼諸經中所不了義。」經裏面的不了義，你一用這個三無性就顯了。譬

如你講《地藏經》，你一用三無性來講，《地藏經》裏面所講的那些道理就更加明顯。

《地藏經》當然是不了義的，《心經》也是不了義，你一用三無性就變成了義了。這樣

就用「彩畫地」來作譬喻。譬喻就讀一下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就先講這麼多。

聽眾：1989年 4月 22 日。

羅公：可以立又可以權，「權」者，權宜，可以權很難了，捉字蝨就容易，

怎樣？我權，其實是假的，權宜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聽眾：你那個「權」即是方便？

羅公：權者、權宜。

聽眾：權宜即是方便？

羅公：是了。權宜就即是方便。所以現在那些人分，佛教都有權有實，

聽眾：他說可以立，可以權，即是死牛一邊頸（頑固）嗎？

羅公：是，可以立，可以權，他是好人，可以立，可以權的，不能權宜，其實岳飛這些

都可以是立，未可以權的，一定死的，肯定衰的，你還是要〔回去〕，可以，佛

法有權、有實，其實很多一看就知道。真正是實的佛教，小乘、大乘的般若、空

宗和大乘的唯識宗，真正是實的就是這三種，權的、真正是權的，淨土，阿彌陀

佛就是權宜，方便。第二就是什麼？密宗，都是權。其餘的怎樣？還有律宗，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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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又權又實都是它的，都要的，戒律一定要守的，還有天臺與華嚴宗，權實倒

置，以實為權、以權為實，權實倒置，好了，我問你，現在它用什麼藥來譬喻？

熟酥了，加些熟酥下去，特別好味的。你現在那些中國、多倫多的那些酒家的廚

房，煮菜，加些味精下去，什麼都好味一些的，是嗎？大豆芽菜就這樣炒，灑些

味精下去都好味一些的，印度人吃東西，加些熟酥，即是等於好像是什麼？好像

那些西方人吃東西灑些芝士粉下去差不多上下，分外香些，酥些。「世尊！譬如

一切成熟（的）珍羞諸餅果內，投之熟酥，更生勝味。」世尊啊！譬如一切那

些，譬如一切一切，所有的那些什麼？成熟的，已經整好的，成熟的了，成熟即

是已經整好了，那些什麼？珍饈美味，那些什麼？那些什麼餅之類的那些 菜，餸

珍饈 菜，那些各種餅，這些餅果與美味，「投之熟酥，」「投」即是投放，放餸

些「熟酥」進去，只有更好味道，不會整差了味道的，「更生勝味。」「如是世

尊！」「如是」，即是這樣，世尊啊！這個「是」字，看不看到，影不影得到？

聽眾：影到。

羅公：那個「是」字

一個，「止」字，上面，下面、下面本來是一個「正」的，這個字本來是這樣寫

的。普通一個「正」字，那個「是」字就變成這樣了，這樣一來，世尊啊！「依此諸法

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的）了義言教，置於一切不了義經生勝歡喜

（了）。」他說：「如是，世尊啊！」這一種，我們如果依據這一種，依據什麼？依據

這個「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那種那樣的無自性的

「性」，這種無自性的道理，將這種這樣的道理，這種了義的道理「置於一切不了義

經，」不論你小乘經、般若經，將這種道理來解釋它，放進去解釋它，解釋它，你只有

更清楚，不會更模糊，「生勝歡喜。」令到你生起一種很殊勝的歡喜心的，本來你都不

是很明白，一將它放下去，你就明白了。譬如你們各位在這裏讀完《心經》，讀完《金

剛經》，整日講空，都瞭解了一些，硬是不講空不行嗎？總是不明白，你一講就三無

性，你就了然了！確是如此的，你就會生歡喜心了。這樣用熟酥來譬喻。

戊四，虛空一味，虛空，什麼都有虛空的，拿隻杯，杯裡面不是有虛空？沒有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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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一隻杯？是嗎？你整一間屋，沒有了虛空你怎樣整一間屋？是嗎？所謂這間屋

者，用牆四周圍住成為一間「屋」而已。圍住了一部分虛空，那裏都有虛空！是嗎？你

說實心鋼鐵，鋼鐵裡面一樣有虛空的！是嗎？所以，虛空是那裏都有的，就是這種了義

經，什麼了義經裏面都有這種了義存在的。是嗎？「世尊！譬如虛空遍一切處皆同一

味，不障一切所作事業。」一句。他說：世尊啊！譬如我們這個「虛空」，「遍一切

處，」周遍於各處都有虛空的，而且到處的虛空都是「一味」的，你在南極的虛空與北

極的虛空都是那個「虛空」，都是「一味」的，不會南極的「虛空」就甜些，北極的虛

空就鹹些，不會的。都是「皆同一味」的。好了，他說：「如是，世尊（啊）！依此諸

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的）了義言教，遍於一切不了義經皆同一

味，不障一切聲聞、獨覺及諸大乘所修事業。」上文我漏了一句未講，「不障一切所作

事業。」你在這裏打拳，那個虛空不會障礙你打拳的，你在那裡踢球，都一是一樣，那

個虛空也不會阻住你踢球的，不會障礙你。好了，同一樣道理，「世尊啊！依此諸法皆

無自性，」我們依據你現在所說的，「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廣說」者，即

是中間略了一些，「無生無滅本來寂靜」，「乃至自性涅槃，」講這番道理，這種無自

性的性，這種解釋無自性的道理的，無自性性的，無自性性的，即無自性的那番道理的

「了義言教」，這些了義的經典，這種經典的道理，「遍於一切不了義經，」將它放進

去什麼「不了義經」，都有「了義」在這裡的，不過你不明白而已。「遍於一切不了義

經，」遍在「一切不了義經」裡面，「皆同一味，」都是一樣的，「不障一切」，你將

這些了義經來解釋小乘不會障礙你修小乘，是嗎？你是修獨覺的，你將了義經的道理講

給他聽，你不會障礙他修獨覺的；譬如你念阿彌陀佛那樣，你一講了義經給他聽，也不

會障礙你修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的，不會障礙你的事業的。

聽眾：「皆同一味，」是不是加多一句？

羅公：什麼？

聽眾：是不是加多一句？

羅公：「不障一切聲聞、獨覺及……」

聽眾：是不是加多一句？

羅公：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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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不是加多一句「不障一切所作事業。」

羅公：不是！我上文有一句「不障一切所作事業。」我漏了未講。

聽眾：哦！

羅公：上兩行不是有一句，「不障一切所作事業。」「不障一切聲聞、獨覺，」以及大

乘，不論你是哪一乘，用這些了義經來解釋了它，一樣不會障礙你所修的事業。

講完這裡，連譬喻都講了，是嗎？勝義生講完了他那套東西。這樣，於是就到佛

講了，佛認可他了。

丙三，丙二，如來勸持。如來見他講完了，就勸他們這種這樣好的道理你們要記

憶住它，不要忘記。「持」者，記憶著。「爾時，世尊歎勝義生菩薩曰：善哉，善

哉！善男子！汝今乃能善解如來所說甚深密意言義；復於此義善作譬喻，所謂世間毘

濕縛藥、雜彩畫地、熟酥、虛空。」這裏一句。於是釋迦佛就讚這個、讚歎這個勝義

生菩薩，他這樣說：「善哉，善哉！善男子（啊）！」「汝今乃能善解如來所說甚深

（的）密意言（教）義；」你現在能夠瞭解如來在說《般若經》裏面所說的那種「密

意」的言教，以及在小乘經裏面所講的密意的，即是有保留的，有保留的那種經教你

能夠瞭解，你能夠用了義來瞭解它，「復於此義善作譬喻，」「復」即是又，又於這

種了義的道理，你能夠很善巧地作出四種譬喻出來，哪四種譬喻？即是「所謂」即是

就是，就是什麼？「世間毘濕縛藥，」一種，「雜彩畫地」一種，「熟酥」一種、

「虛空」一種，你用這四種來譬喻，講得非常之好。下面：「勝義生！如是如是！更

無有異！」一句，他說：「勝義生啊！」叫一聲他，「如是如是！」即是對呀！對

呀！是這樣了！是這樣了！無錯了，「更無有異！」你所講的東西與我的意思並無出

入，「更無有異！」「如是如是！汝應受持。」就是這些這樣的東西！就是這些這樣

的東西！「汝應受持。」你就應該要接受，是嗎？記得它，不要忘記，這樣就完成

了。是嗎？這樣，下面有一句還更加重要的，即不是重要得過前面，即是在諸各宗中

的比較下面的很重要的，下面乙四，校量歎勝。

將這個《解深密經》的〈無自性相品〉的道理來到，這種了義的道理，將它與《大

般若經》、《金剛般若經》這些不了義經來比較，他讚歎這個《解深密經》這一類更殊

16



勝，《般若經》固然是殊勝，它這些比它更加殊勝，這種這樣的看法，很多只是整日拿

住本《般若經》來講，不識讀這些的，他的心是很不服氣的，不服氣都沒有辦法，這是

你釋迦老祖講的，是嗎？你說：它是假的！你夠膽說它假的？這樣你那些也是假的，

《般若經》還不是一樣假的？你假我亦假，你衰，你說我衰你也衰！大家都衰，是嗎？

就沒有人敢說是假的，但不同《楞嚴經》那些，《楞嚴經》、《大乘起信論》那些，別

人說你假的，是有證有據拿出來，說你是假的，第一，你說是真的，你拿不出真的證

據，反而我說它是假的就有假的證據，這樣你就弊。你說：現在人人講，你說它是假？

那班人是井底之蛙，坐井觀天，不讀多些書，讀多些書他就不會，不會關上門稱皇帝

了！是嗎？細路哥關上門做山大王。是嗎？不過你們未有這樣的程度就記住不要出去與

人家爭，人家講你儘管講，是嗎？你儘管由得他，是嗎？又不要與師傅爭，你呀！師傅

說它是假的，不要說《大乘起信論》是假的，不要，因為你師傅已經整個世紀了，是

嗎？他不是很年青了，是嗎？他與我們不同，我們年青，年青的時候就一路讀這些東

西，現在要他再讀我們的東西就很慘的，不行的，所以你不要問他，尊重他，不要問他

這類東西。

教分為三級，一級是 小乘，第二級是般若，第三級就是唯識，《解深密經》這一

套，印順法師就很不服氣，就去西藏，西藏有一個也是不服氣，西藏的宗喀巴(1357～

1419)，黃教的祖師不服氣，特別為爭這個第一就寫了一套書叫做《辨了不了義論》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哪些就是了義？般若就是了義，唯識那些不是了義，有

一本書，我勸大家，我就說般若不是了義，唯識才是了義，但是我又勸你讀那本《辨了

（義）不了義論》，有法尊法師譯了出來，他說唯識就是不了義，般若才是了義，那就

讀，自己比較一下，讀了之後，你說都是宗喀巴講得對，那你就信宗喀巴，但那時走宗

喀巴路與現在走得烏 sir sir(糊裡糊塗)就不同了，這樣，這樣宗喀巴又有什麼證據？他又

根據印度，印度，當唐三藏去留學的時候，在那間那爛陀寺裏面讀書，那間寺裏面的那

些教授分做，有兩個，一個是戒賢論師，是講唯識的；另外一個是智光論師，是講般若

的。戒賢就要抓住《解深密經》就說《般若經》是不了義，智光又根據另一本經，說般

若才是了義，唯識有相的都是不了義，他就根據這樣。中國呢？天臺宗就將所有，天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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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判教就沒有什麼道理的，當時那些經只有那麼少，沒有譯出多少經回來，這樣就橫嘣

就判成四級了，天臺宗講佛教，就分了這四級，很落伍了！不過你們就都知道一下，嘣

教的，佛講的經教有這四種，「藏教」、即小乘的三藏，小乘的三藏的教，「通教」，

通乎大小乘之間的，半大半小的，「別」，大乘的教，但是偏一面的，大乘教而有所偏

的，「別教」，「圓」，遍於一切的，最圓、周圓的，就這個法。佛經裏面所講的道理

有這四種，「藏」、「通」、「別」、「圓」四種，這叫做「化法四教」，釋迦牟尼佛

所說的那些法裏面有這四種教，叫做「化法四教」，另外一種，釋迦佛對學生的講法，

對你有這樣的講法，對他就有這樣講法，叫做方便，「化儀四教」，「儀」就儀式，教

化眾生的儀式又分四類，叫做「化儀四教」。頓、漸、秘密、不定，突然間令到你頓時

開悟，第二種是漸漸來的，他完全講了，頓教、漸教他都完全講了，禪宗一味講

「頓」，南宗一味講「頓」，又頓又漸，有頓有漸，有些是秘密，釋迦佛在那裏講，他

有他講，小乘人聽出，聽聞釋迦佛講小乘經，大乘的人就說現在釋迦佛講的是大乘經，

很神秘的，秘密的，還有，個個都以為佛單獨對他講而已，這樣講法的，秘密，「不

定」，什麼都有的，化儀四教。就叫做天臺八教，普通就這四教，講藏、通、別、圓。

這樣，小乘阿含經就「藏教」了，大乘這些，唯識這些就是「通教」了，通大、小乘之

間，這些就「別教」了，《維摩經》、《般若經》那些就叫做「別教」了，《法華經》

那些叫做「圓教」了，法華、涅槃那些就圓教了，藏、通、別、圓，天臺宗判教。

聽眾：它還有五時呢？

羅公：小，這就是怎樣？小、始、終、頓、圓，小乘一個時候；始教一個時候；終、始

教，這種是始教，終教，晚年所講的，頓教、圓教，小、始、終、頓、圓五教。

這些是橫 （硬搞），沒有經來根據，人家這些經是佛自己講，佛當時印可的嘣嘣

嘛！

明勝劣，分兩段，丙一，菩薩請問，丙二，世尊正說。現在丙一了，菩薩請問，

菩薩請問之後又分兩段，丁一，明三轉勝劣不同。「明」就說明，說明釋迦佛三轉法

輪，三轉法輪，這三個法輪有勝有劣，是不同的。然後丁二，發問，正發問辭辨福勝

劣，正式發問，如果一個人對於這些了義經能夠將它來讀誦的，他所得的福到底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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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呢？這個你不用理它，很多本大乘經都是有這些的，《金剛經》又說算數譬喻所不

能及，這本經又說，念我這種經比較念《般若經》好到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這些是老

生常談，其實你有心得就本本都是一樣的，譬如你說有某一個人死了，我唸一下經，

替他念一下經又怎樣？這樣念了義經都是好的，是嗎？念《金剛經》，念這些經都是

好的，你說它一定是好過《金剛經》一萬倍那樣，這些是誇大的講法。現在人人都說

普壽就用《金剛經》，消災息難又是用《金剛經》，其實一樣得，他還說比《金剛

經》好，你們以前就以為《金剛經》很了不起，你一會讀，原來《金剛經》都是第

二，《般若經》都是第二。

下面你看，現在丁一，明三轉法輪的勝劣不同。講到這裏就講「三轉法輪」，三轉

法輪就兩個不同的解釋，一個，一個解釋就是依據《解深密經》，佛說法有三個時期，

每一個時期叫做一個法輪，第一個時期講小乘經，講《阿含經》，就有教，講「有」

的；第二個時期講《般若經》，講「空」的，講有的叫做「四諦法輪」，講空的叫做無

相法輪，第三個時期講《解深密經》、《楞伽經》這一類，《法華經》這一類，就叫做

「了義法輪」，三個法輪。這是依據《解深密經》的，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亦

都是依據這個。另外一個解法，小乘人解三轉法輪就是這樣的，佛成道了之後走去鹿野

苑，就找那五個比丘，為他們說法，講什麼？五蘊所造成的人生是苦的，應該，我們應

該要瞭解，知道它是苦，要認識，但是這個苦不是憑空有的，一定有煩惱與作業而招集

它來的，集諦，上面是苦諦，集諦；然則我們人生又整天這樣苦了，沒有辦法，沒有希

望了，是不是呢？又不是，有一種叫做涅槃，有一種狀態叫做涅槃，在這個涅槃裡面，

沒有生死輪迴，沒有苦的，這個涅槃有的，這個叫做滅諦，涅槃是不是憑空而來的？不

是，要修道才能夠證得涅槃的，這樣叫做「道諦」，八正道，這樣就苦、集、滅、道四

諦。這樣講完四諦的道理之後，釋迦佛講了這樣的話：「苦應知」，人生是苦的，你應

該知，苦應知，「集應斷」，其實整句是「苦應遍知」，上文不是用「遍知」嗎？「集

應永斷」，煩惱就應該永斷，「滅應證」，寂滅涅槃應該去證。「道應修」，我們想證

涅槃就要修道，這樣就「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那個結論就是這樣。講

一輪，叫做「一轉法輪」。再，很反復，再重新講一輪，簡略來講，講完之後又再講再

下一個結論，「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第二個法輪。第一個法輪就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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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初聽，第二個法輪那些人就已經見了道了，第三個法輪，那五個人已經證阿羅漢果

了，相傳就是這樣。講、講完一輪之後又再復講，下一個結論：「苦應知、集應斷、滅

應證、道應修。」轉完三個法輪，重複三次講，於是那班人就證阿羅漢果了，這樣就叫

做「三轉法輪」，是釋迦佛最初的，小乘人一般就這樣講法。兩個講法，所以你以後聽

見別人這樣講，你就用這些來駁別人，聽人講這樣，你用另一種駁人，最不好就是這

樣，是嗎？

我們講了，現在先講，法輪有三個，三個了，戊一、四諦法輪，戊二、無相法輪、

戊三、了義法輪。這個「輪」字，本來這個「輪」字是兵器來的，古代打仗，用一個

大，好像車輪的轆那樣，拉緊後那些敵人將那個輪推下去，很大個的！一層樓那麼高

的，一路拖上去然後一路轆過去敵人那裏，那樣比坦克車碾壓更慘，坦克車碾壓別人也

沒得避，它古代印度已經懂得用大輪來轆下去，它叫做「輪」，是一種很厲害的兵器，

佛說法能夠降伏外道，能夠降伏邪魔，猶如那些兵器的那個輪。現在那些人，整到這麼

小，嘿！真是笑話！怎樣打？又傳說，小乘經裏面傳說，那些聖王、轉輪聖王出世，轉

輪，那些聖王出世，自然天上就有個輪，都不知怎樣會有個輪出現，是聖人，做皇帝，

就是這樣。即是我們中國的那個堯舜禹湯文武那樣解。他印度人就歡喜用神話來表現。

現在的人於是就說，那個轉輪聖王抓住一個輪，好像茶杯那樣大，哪裡是這樣？我個朋

友劉銳之，他去印度，去印度博物館去看，看到古代的那些輪，他說很大個的！那有好

像我們拿著那個這麼小的！是十尺高的大輪來的！一座那樣的！人家博物院將那些發掘

出來的那些輪，那些是真的了，一般人不知道，以為有聖王出世，自然天上就有個輪，

聖人一隻手就抓住一個輪，這樣就真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了！完全是譬喻，這樣一般的

譬喻就是這樣了，但是又有些小乘人就這樣講的！這樣講我就認為他未免穿鑿附會了，

剛才的講法，譬喻就對了，小乘人不是這樣講的。這樣就怎樣？他說釋迦佛就證了果

了，成了佛了，他要度那些眾生了，他有一個輪，將那個輪轉動，將釋迦佛所講的道理

轉到那些聽經的人那裡，這樣「轉輪」！這樣由釋迦佛將法的、佛法之輪轉去那些弟子

那裏，這樣解釋的，你如果信你就看看，你們很多人影〔印〕了《解深密經疏》，它就

有這麼詳細的講解，總之這些是什麼？這些就是牽強附會了。讀書最棹忌這些，牽強附

會的那些你不要讀，這樣的講法，哪有講得這麼迂（迂腐）的？不必要。是嗎？好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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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法的時候，又十方世界怎樣震動法，這些我們不理它。這些等於詩裏面寫，李太白

的詩，說什麼「瀑布三千尺」，「不及汪倫愛（送）我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汪倫送我情。）哪有瀑布三千尺？這個、這個高千尺，我的朋友饒宗頤，他去看李太白

吟詩的那個瀑布，他去看，嘿！那個瀑布幾層樓那麼高而已！李太白車大炮（撒謊）！

又說高千尺！

聽眾：李太白來看到尼加拉瓜大瀑布嘛！

羅公：你們是推理，特別因為他這樣而去看那個瀑布，看看是不是真的那麼高，

聽眾：文人多大話嘛！

羅公：文人多大話嘛！是呀！

好了，我們看回這裏，現在講這個，什麼叫做「法輪」大家知道了。第一就是轉那

個四諦法輪了， 「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於是到那個時候，講到這裡的時候，勝義

生菩薩就對佛這樣講了：他怎樣說？世尊！有一個驚嘆號是嗎？有一個 exclamation？

「世尊！」世尊！不是！不是漏了，這是個「初」字，我搞錯，「世尊初於一時」，

「初」字來的。世尊初初一個時候，「在婆羅 斯」，「婆羅 斯」是印度的地方名，痆 痆

恒河側邊，很多人去過，那個大光法師也去過，大光法師，我問他：你去過哪裏？他

說：釋迦佛度那五個比丘那裏，我們都去那塊石頭坐過，人人都說釋迦佛曾坐過那塊石

的。那些人說坐落去會如何如何，我坐下去，什麼事都沒有！我說：你一定無事的！那

些人這樣講而已！難道釋迦佛行過的地方你就行不得嗎？那些人一定這樣講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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