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種是什麼？初步的，「周遍尋思」，盡量、「周遍」即是盡量。「周遍」兩個

字譯做英文，completely，completely，極量、盡量、盡量地去，完完全全地去尋

思，「周遍尋思」即是很廣泛的尋思。再進一步，思完之後，「周遍伺察」，「周遍

尋思」還是這樣觀的，「周遍伺察」就已經有了結論了。再在結論裏面止觀雙運，將

它再深刻地觀一輪，「周遍尋思」單獨觀的，「周遍伺察」是兩可，可以單獨觀亦

得。亦可以止觀雙運，有了結論之後，止觀雙運裡面就這樣。

例如這樣，譬如你這樣觀，觀「五蘊皆空」那樣，觀，初時你修定，修定的時候

就想什麼？想一種東西，譬如想觀自在菩薩在前面，放光照著你，那個心不亂的，積

日月累，積日積月，你就會產生輕安了，當輕安起了之後，你仍然是覺得那個觀音菩

薩特別玲瓏浮凸的，放光照著我的，輕安起的時候你都這樣講，之後你修止成功了，

修止成功就觀了，觀什麼？觀「五蘊皆空」，就觀了，當觀「五蘊皆空」的時候，第

一步就觀什麼？觀它的「盡所有性」，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不外兩種，一種就叫做

「有為法」，是眾緣和合而造成的，第二種就這個宇宙的本體，這個 reality，本

體，不由眾緣和合造的，本然存在的，不外是兩種，盡其所有不外兩種。

「如所有性」我們暫時不觀，先撇開它，就觀它的什麼？觀那個五蘊的量了，五

蘊有幾多類？就五類：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色蘊」之中，內有「五

根」、外有「五塵」，還有那些微細的電子、質子那些「法處色」，「受蘊」有苦

受、樂受、捨受；「想蘊」、我們的心有個取像的作用，「行蘊」、有「心相應行

蘊」，即是心所，「心不相應行蘊」，即是那些生、老、住、無常那些，最後是「識

蘊」有八個識或者六個識，宇宙萬有一切現象不外是這麼多了，不會再多了。當你這

樣想、浮浮泛地想的時候，這樣你就叫做什麼？

在正觀、正思擇裏面分開兩處，一類叫做「周遍」，你不要理「周遍」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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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遍」兩個字，一個是副詞，一個 adverb而已，即是 completely那個字，尋

思，即是想它的大致的狀況，尋思。是五蘊了，五蘊裏面這些叫做「色蘊」，那些叫

做「受蘊」，這些就叫做「心不相應行」，逐樣逐樣好像數家珍那樣數。

這樣就是「周遍尋思」，尋思之後得到了結論，宇宙萬象一切現象不外就是這麼

多，除了五蘊之外再沒有其他東西了，於是那個結論就是宇宙萬象沒有其他東西，就

是五蘊，五蘊之外都無其他東西，盡其所有只得五蘊，那時就好像停了那樣，那時就

叫做「伺察」了，好像那隻貓窺探老鼠那樣，注視著牠，貓在老鼠洞前面不動聲色地

伺察，伺察的時候已經是止觀雙運了，是嗎？他不再想了，是空了，不是！五蘊就是

這麼多了，還想什麼？想都是這麼多了，那時是伺察，宇宙萬象就是只得五蘊，那時

就是周遍伺察了。

即是說，正思擇觀它的「盡所有性」之中，前半級就是尋思，聞慧、思慧，後半

級就是伺察，修慧，修慧之粗者，就在那個修觀的時候那些，微細的那些就是止觀雙

運了，即是說正思擇裏面，分做「周遍尋思」、分做「伺察」兩級，聽不得明白？陳

芷君聽得明白嗎？

聽眾：我要想一想。

羅公：想一想嗎？想吧，想不通回去再想。夠鐘了？是嗎？好了，同一樣道理，觀

「如所有性」就是觀那個空的理，泛泛然地想就叫做什麼？又叫做「周遍尋

思」了，深刻地想，真如就是這樣，真如是不生不滅的，是無一切相的。想的

時候，很定地自己「周遍伺察」，聽不聽得明白？這樣修止下面了，「若

忍」、「忍」即是印，好像什麼？ impression，把那個印象印進來，很深

刻，「若樂」、好像很高興的，「若樂」、歡喜，「若見」、「若忍、若

樂、」若什麼？

聽眾：「慧」。

羅公：「若慧」、好像很有抉擇、有決定那樣，「若慧」、「慧」即是決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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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好像真是玲瓏浮凸地去見一個結論的，這個……

聽眾：「若觀」。

羅公：這四種東西都是一個「觀」字的別名而已。長氣而已。釋迦佛講東西有時很長

氣。

聽眾：好了，謝謝！

聽眾：多謝羅教授。

羅公：好。

羅公：由起首講過已經講到第幾頁？

聽眾：50頁。

羅公：50頁講完了，是嗎？

聽眾：五十一。

聽眾：講戊一。

聽眾：今日戊一開始。

羅公：戊一是嗎？我先給你這本東西，是不是差這一本？

聽眾：是，多謝！

羅公：好了，即是在丁四那裏看就對了，是嗎？什麼？是嗎？

聽眾：丁四，是。

羅公：是嗎？

聽眾：是。

羅公：丁四這一門是十幾門中的一門，就是隨順止觀作意門。

「作意」兩個字，記住，「作意」兩個字有廣義與狹義，它的解釋是不同的，廣

義的「作意」就是指什麼？修定，修禪定就叫做「作意」，這裏的「作意」就是廣義

的，狹義的「作意」是什麼？狹義的「作意」是五十一個心所其中之一個「遍行心

所」，「作意心所」，「作意」是嗎？即是留意，遍行心所的「作意」，那些英國人

就譯作 attention，「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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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就是廣義的，指修禪定，真真正正的「作意」叫做禪定就一定要起了輕安

之後，然後才算的，未有輕安之前就不叫做作意，不能夠叫做禪定的。叫做什麼？叫

做「隨順止」，即是未得輕安之前學人修止，這些止不是正式的止，就叫做「隨順

止」，未得輕安之前而去修觀，這些觀不能叫做觀，就叫做「隨順觀」，就是預備式

而已。現在就解釋那個「隨順止觀」，什麼叫做「隨順止」？什麼叫做「隨順觀」？

裡面分二，戊一、戊二，戊一、明隨順止作意，即是「隨順止」的定，然後戊二就明

順觀作意，隨順觀的定。

現在戊一、明隨順止作意，「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緣心為境，內

思惟心，乃至未得身心輕安，所有作意，當名何等？」這一句是彌勒菩薩問釋迦佛

的，他怎樣問呢？他說：世尊！叫一聲他，世尊啊！「若諸菩薩」，如果那些修止觀

的那些菩薩，「緣心為境」，「緣」就是攀緣，即是想實(着)，想實(着)自己的心的

「見分」，想著那個自己知覺的心，觀心，自己觀自己的心，用心做境界來觀，「內

思惟心」，「內」者，在定中，整日思惟，想著自己的心，不想外面的東西，「內思

惟心」，這樣，本來修止就是這樣了，是嗎？

但是又未得身心輕安，「乃至」，由初學修，一路至到，這個「乃至」就是英文

的 until，一路由初修，一路直接到他還「未得身心輕安」的時候，那條界限就到這

裏為止，所有所修的禪定，「當名何等」？應該叫做什麼？應該叫做什麼的作意呢？

叫做「何等」呢？應該叫做什麼東西呢？佛就答他了，「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

非奢摩他作意，是隨順奢摩他勝解相應作意。」佛就答他了，「善男子！非奢摩他作

意」，你所講的那種還未得輕安而一味觀著那個心，那個心不亂的那種作意，那種定

不能夠叫做修止的定，「非奢摩他作意」，不能叫得做修止，真正修止的禪定，然則

叫做什麼？「是隨順奢摩他勝解相應作意」。

這種作意、這種定叫做「隨順奢摩他」的定，即是準備，快要得了，但是現在還

未得，叫做「隨順」，即是順其勢將來可以得的，「隨順奢摩他」的，這樣叫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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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勝解相應作意」。一種「勝解」，「勝解」即是一種心能很清楚地瞭解，與

這種「勝解心所」相應的那種作意，這即是說，你們修定的時候，任你怎樣定都好，

在你未得輕安之前都還不能正式叫做禪定的，是嗎？現在戊二了，明順觀作意，說明

那些順觀的禪定了，不是叫做，觀即是「毗缽舍那」，止就是「奢摩他」，觀、順

觀，即是「隨順毗缽舍那」，不是真正的「毗缽舍那」。他再問，彌勒菩薩再問：

「世尊！若諸菩薩乃至未得身心輕安，於如所思所有諸法內三摩地所緣(的)影像作意

思惟，如是作意，當名何等？」一句。

他問，怎樣問呢？「世尊(啊)！若諸菩薩」，如果一個修禪定的菩薩，他開首修

了，一路乃至到，直至修到還未得到身心輕安之前，得了就不用講了，還未得，他就

不只學人修止，還學別人修觀，「於如所思所有諸法內三摩地所行(緣)影像……」，

這句、這句就很複雜的，這句有很多形容詞來形容的。「於」，這個人修定的人，

「於如所思」，對於他所思的，他所想著的，因為修禪定一定要有一個對象他想著

的，如果連對象都無，第一，如果你是凡夫就不可能，是嗎？

如果你是見了道的，那個無分別智緣真如的時候就可以，是那個時候無影像的，

是嗎？那時就無相，「無相」者就是沒有影像。當你見道的時候，第一級見道的時候

的程序，第一級就是真見道，這個就是真正的見道，真正的見道就是什麼？無相的，

無形象的，現在整日叫你修定的時候，你一定要沒有東西想，當你說沒有東西想的時

候，你就想著那一句「無東西想」，是嗎？

不會沒有的，真正沒有東西想是見道的時候，真見道無相，怎樣叫做「無相」？

我就要解釋那個無相，沒有「相分」，每一個識都分做「相分」、「見分」，無「相

分」的，有「見分」無「相分」的，那個「相分」是什麼？那個「相分」是影子而

已，影像，那個「相分」是影像，即是無影像，沒有 image的，沒有影像的。

這即是除了見道之外，我們修禪定一定有影像的，不會沒有的。那些開口又說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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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像，我入定時無影像的。他騙你！這個人騙人，很多人騙人的。好了，這樣真見

道之後就無影像，真見道的時候無影像，真見道只是一會，真見道一會之後就「相見

道」了，「相見道」的時候，有相、「有相見道」了，有相即是有分別了，無相就是

無分別，有相就有分別了，有相的，有形相的，有對象做相的。有相即是什麼？

即是有相分的，見道、真見道的時候，那個第六意識是有相分的，那個「相分」

即是影像，有影像的，那個影像即是所謂 concept了。而且那個「第六意識」見

的，見道的時候，一定是意識見的。現在那些人，開口又說要離心意識，閉口又說離

心意識，離開心意識你如何見道？是嗎？不通的、矛盾到極的。人家離心意識是怎

樣？是離開那個有分別的，有影像的，當他見道的時候，是撇除了所有影像那樣

「離」，是嗎？下文他就會教你如何離心意識的。是嗎？

聽眾：羅公，真見道與相見道是不是根本智與後得智？

羅公：是。真見道所用的智慧就是根本智，

聽眾：這是後得智？

羅公：是，相見道所用的智慧是後得智。

「若諸菩薩」還未得到輕安，即是在得輕安之前，他仍然是思惟，思惟什麼？思

惟那些影像，思惟那些影像，思惟甚麼影像？「內三摩地所緣影像」，「內」者、入

定，蹺起腳坐在那裏入定，「三摩地」，那個定，那個定心，那個第六意識的定心，

來到「緣」那種影像，「內三摩地所緣影像」，這些「內三摩地所緣影像」，是不是

什麼？是不是那個觀你母親的影子？抑或觀佛的影子？抑或是觀你發財、股票那些影

子呢？不是！「如所思」，是「諸法」的影像，「諸法」即是那些經教的義理，那些

義理所成的影像，合起來就是所思惟的所有諸法、經教裏面的那些義理在定中的意識

裏面現出來，現出那種義理的(那種)影像，那種影像來到作意思惟，整日想著它，不

想別的東西來思惟它。這樣，這種「三摩地」諸法的影像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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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舉個例，譬如這樣，你觀，譬如你修，我舉兩個例給你聽你就明白了，第一

個，譬如一個人修無常觀的，觀無常的，你修無常觀的時候你就要怎樣？觀在定中，

在定中，如果你未得輕安就叫做隨順的觀，是嗎？得了輕安就是真正觀了。觀的時候

就觀什麼？所有我們一切的有為法都是什麼？所有那些因緣和合所做出來的有為法，

例如什麼？

內的五根。外的「色、聲、香、味、觸」五塵，乃至到整個太陽系，乃至到科學

家那些所謂什麼？電子、質子、中子那些所有一切東西，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東西都

不會永恆的，整日都變化的，太陽系，你說太陽會永恆嗎？太陽的能量一年一年地減

少的，一萬年前太陽的能量與現在的能量不同，再過一萬年幾千年，太陽的能量又不

同，最後有一天太陽的能量完全放射了之後，就沒有太陽了，無常的。

這樣自然界種種東西都是無常，那個山，初時就岩岩巉巉(不平整)，過得幾千、

一、二千年，整個山被風吹雨打，整個平了，無常；人生幾十年，由少、變壯、變

老，由老就變死，由死變而為什麼？無生命，變成了垃圾，那個死屍了。是嗎？這樣

是無常，人生是無常的，所有一切東西，所見、所聞、所覺、所知，凡是由眾緣和合

而造出來的東西，不會有永久、永恆的，無常觀。這些就是影像了，一路這樣想，一

路這樣想，這樣腦裏面就好像做戲那樣，一齣戲，一幕一幕地在那裡想，是嗎？

那些理論一幕一幕，這種就是影像，是這樣觀的。你說，這樣很辛苦。初時就辛

苦，觀熟了就不辛苦了，是嗎？好像做電影，你不用想它，自然就一幕幕，一路這樣

下去，而且很快就得到結論，結論是怎樣？什麼都是無常。到你一想到什麼都是無常

的時候，你就會怎樣？一切東西都是無常了，又再止了，是嗎？

當你又再止的時候，你就知道一切都無常，現在我的心就觀到一切東西都無常，

我的心，無常是一個意念而已，一個 idea，一個意念而已，我現在我的意識是觀著

那個無常，這個無常離開，不過是我的心裏面的概念而已，現在我就是觀著這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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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什麼都不再觀了，一切東西都是無常的，還觀它來做什麼？那時就保持這個意念

不想其他，一切都是無常，不會常的。

想到這裏之後你就停在那裏，停在那裏就好像滲透了我的心那樣，我的心就好像

沉沒了在那些無常，一切都無常這樣的境界裏面，好像真正體驗，好像飲水那樣，不

覺得、不覺得有理論的，不覺得痛苦的，那時就是止觀雙運了。是止觀雙運了。隨煩

惱甚至見道，都會、都是由那個止觀雙運那裡來的。這樣，如果你未得輕安而這樣

想，一樣是可以想的，這些叫做隨順的觀，隨順觀就只有觀，沒有雙運的，隨順的就

不能「雙運」的，隨順止、隨順觀，是嗎？就沒有「隨順雙運」的，記住。

我舉一個例，觀無常，是嗎？第二個例，觀「五蘊皆空」，是嗎？所謂一切有為

法的總數量不外是五類東西，即是說它的盡其所有不外是五類東西，五蘊，就叫做

「盡所有性」，哪五類呢？不是法師講經那樣：五蘊者、色、受、想、行、識

也。sir一聲就過，這樣一萬年你都不會見道的！要將它來怎樣？「五蘊」者，什麼

叫做「五蘊」？「五蘊」者，識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那些影像陸續好像電

腦那樣打出來的！

所謂「色蘊」是什麼？所謂「色蘊」者，都是物質現象，所謂「物質現象」又是

什麼來的？內有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外有「色、聲、香、味、

觸」五塵，五根、五塵由什麼造出來的？由那些微粒子造出來的，極微。這樣五根、

五塵、加上微粒子總共十一種東西，這十一種東西全部都是不實在的。我們、何解

呢？我的五根離開那些微粒子、離開那些細胞，離開這些東西之外根本就無所謂「眼

根」，是嗎？而且一定不永恆的，是沒有實的「眼根」，何解沒有實的「眼根」？今

晚我的「眼根」與明天的「眼根」已經不同了，何解？今天晚上我的「眼根」因細胞

的新陳代謝已經換了一些，吸收營養，我現在吸收了營養，又吸收了那些新的營養物

質又補充了我們的「眼根」。誰說「眼根」是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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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是永恆，這些即是沒有實質的，即不是實的，變化不變化呢？變化的，整

日在變化的，不是實在的，整日變化就一定不是實在了，實在的怎會變化？這塊金，

如果金是會變的，由金會變銅的，這就不是實在的金了，一定是假東西了。所以色

蘊、五根是空，「眼根」是空。如是者，類推了：「耳根」、「鼻根」、「舌根」、

「身根」都是空。這樣就是空了。五塵空不空？五塵亦空，五塵就是「色、聲、香、

味、觸」，每種東西都是觀它眾緣和合，都是空的，得出結論，五根亦空，五塵亦

空。極微空不空？微粒子都空的。

何解呢？因為極微沒有人親眼見到極微，那些科學家在理論上解釋物質為什麼會

形成這些物質？就用極微來解釋而已，有誰摸過極微？摸得到、嚐得到的尚且是空，

摸不到嚐不到的，只是理論，你說它是實的？你信他才奇怪。是嗎？這樣，而且這

樣，這樣那個心還未服氣，好了，現在就自己問自己了，那些所謂極微、微粒子到底

佔不佔空間呢？有沒有方分？有方分，「方」者、東、南、西、北的方向，「分」

者、就部分，這些是內部，那些是外部，有「方」有「分」，這是東邊那部，那是西

邊那部，有「方」有「分」，這些微粒子有方分抑或無方分？

如果你說有方分，好了，有方分，我們從經驗上，這個微粒子是怎樣的我們暫時

不講，現在講微粒子以外的一切，我們經驗上的東西，我們經驗上的東西，從我們的

經驗我們知道，凡有方分的必定可以分析的，那間屋有方分，可以分開來半間、半

間，人身有方分，你死了將你來〔做分析〕，外科醫生將你一塊塊切開，一定可以分

析，原子可以方分，還可以破裂它，將擊破而成為電子、質子的，電子、質子還可以

擊破而成為什麼？那些能力散開，一粒核子可以將它擊破變成核子彈，散開那些能力

的。所以凡有「方分」的，在經驗上都不實在，不實在叫做空，不是沒有，不是空框

框的罌，是不實在那樣解。

如果你那些微粒子，我們經驗上，凡是有方分的都是不實在的，如果你那些微粒

子是有方分的，那就應該不實在，不實在就是空的，如果你說是無方分的，更衰！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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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那支棍(金箍棒)就無方分了，是嗎？龜的毛、兔的角，龜無毛的，龜的毛就真是

無方分的。有方分的尚且不實在，無方分的東西會真的？你自己騙自己，你的神經一

定有問題了！是嗎？

所以，如果你那些極微是無方分的，亦是空。有方分亦空，無方分〔亦空〕。這

是龍樹菩薩的，這種叫做什麼？雙刀法嘛！每一種東西將它來分析成兩個問題，這個

問題是不通的，那個問題也是不通的，得到的結論就是你所講的東西就是不通的。龍

樹菩薩最喜歡用這套東西，這叫做「雙刀法」。日本人就叫它做「雙刀法」，文雅一

些就叫做「兩難法」，「難」者、質問，從兩方面質問，質問到你口啞。自己問自

己。

所以，色蘊裏的第三種，微粒子亦是空，色蘊裏面樣樣東西都是空。「受蘊」空

不空？「受」者，不外是苦、樂、不苦、不樂的感受，這些苦、樂、不苦、不樂的感

覺離開物質現象哪裡有？如果你沒有了這個身體，你如何感受到「苦」？你江漢林，

我沒有身體的！你用開水來燙，江漢林我燙你！你沒有身體，沒有了實質的東西，你

根本就不能起這個心理作用，苦受、樂受，這樣完全不由自主的時候，靠眾緣和合而

成的，亦空。「想蘊」、「行蘊」、「識蘊」，如此類推都是空，空的。五蘊裏面沒

有一種不是空的，影像了。腦入面「第六意識」的影像出現，就好像做電影，所以

觀，經過一小時了。

這樣觀，經過這些影像就得了一個結論，「色蘊」是空的；「受蘊」是空的；是

嗎？「想蘊」、「行蘊」、「識蘊」都是空的，五蘊都是空的，凡講得出的東西都是

概念，這些概念都是空的，這樣，「樣樣東西都空」這句話空不空？一樣是空的。一

路去揚棄，這種叫做揚棄的方法，叫做「揚棄」，好像鄉下那些鄉下婦女，拿些穀舂

米，將那些米倒落一個窩籃，很多人未見過。

聽眾：在越南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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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將那些米舂了，倒進窩籃裡，一揚起來，那些糠就飛了出去，揚棄了，這個

「揚」可以寫這個「揚」的，揚，揚即是揚，一揚就棄了那些糠了。

都還未夠就再揚多兩下，就沒有多少糠了，這些空，那些空，空到最後就連那個

「空」都空了它！這樣來觀那些影像，空的！「空」都是空的！那個時候就還差一種

東西，那時已經止觀雙運了，空、止觀雙運。在止觀雙運裏面就要做功夫了，要做什

麼功夫？「空都是空的」這句話都撇了它，把它也揚棄，最後、最後的那些糠都將它

飛了去就可以了，問題就是你能不能飛掉最後的糠，「空都是空的」，也空了它，撇

了它，「空都是空的」，這個仍然概念，你不撇了去就又有新的概念，是嗎？要連這

個新概念都沒有，不起的，那時就好像沉沒了，沒有概念了，沒有概念就無影像了，

那時就叫做「真見道」了。

那時你就是聖人了。那時真見道的所見到的東西什麼都是無影像，無影像不是

無，何解？如果你說無影像就是無，你就一定死症了！何解？「無」不也是一個概

念？一個影像？是嗎？「無」也是一個概念、影像，是嗎？即是攬住掃把當老婆，這

個人剛喝醉酒，是一樣的。見到老婆固然是被老婆欺負了，你以為那把掃帚是老婆一

樣是自己騙自己，是嗎？

所以這個是撇了那個〔「無」〕就全部無了，沒有就是指無概念，無概念就無

「相分」了，只有「見分」，「見分」也無東西的，其實說沒有東西，你執著這個

「內」、那個「外」，你都是執著，連這個內、外的概念都無執，即是說這個「見

分」自己看著自己，自己證自己，那時，那時自己的本來面目就顯露了，那時就是真

見道了。在止觀雙運裏面把最後那些「糠」亦撇去，就是真見道了。真見道只是一會

而已！如果你能夠保持得五分鐘，你已經很了不起了！我恐怕只是一兩分鐘而已！真

見道之後，這種狀態沒有了，那時的「見分」的心都是「第六意識」，那時的「第六

意識」就叫做「妙觀察智」，那時與「第六意識」一齊起的有一種 wisdom，有一種

智慧，那種智慧就叫做什麼？無分別的「根本智」。那種空無所有的，那是什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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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給它一個名字的，我們叫它做真如，是嗎？又叫做什麼？又叫做「空性」。

空的那種狀態叫做「空性」，「空性」，the state of emptiness ,emptiness就

是空，空的那種狀態，「空性」，那個「性」字當「狀態」解，當時沒有實質了，只

有那種狀態，那種狀態都沒有了，如果你有狀態就有「相分」了，無的，不過我們事

後將它來描寫的而已，就叫做「空性」，又叫做「空相」，就那個相狀來講叫做「空

相」，就本質來講就叫做「空性」，替它改一個名叫做什麼？叫做「真如」，這個東

西就是真相，本來的狀態就叫做「真相」。什麼東西都會有變的，只有這種空的相，

譬如太空裏面，它好像獅子滾球那樣整日變都行，但這個虛空不變，「空性」。因為

它不變，什麼叫做「不變」？

常常都如此的就是不變，真真實實的、不是假的、常常都不變的就叫做「真

如」，又叫做「真如自性」；又叫做什麼？「法性」，「性」者、性質，「法」者、

東西，一切宇宙萬有的東西最後的本質，最後的本質就是 final substance 。你看讀

《心經》最緊要，「照見五蘊皆空」，這個「空」字是形容詞，這個「空」字是「不

實在的」那樣解的，五蘊都不是實在的，叫做「五蘊皆空」。

下文呢？「色不異空」那個「空」字不是「不實在的」那樣解了，這個「空」字

就當「空性」了，「色蘊」不離開「空性」，將那個「色蘊」的影子完全撇除之後，

就是「空性」顯現了。所以〔色〕不離空，「色不異空」，倒過來「空不異色」，這

個「空性」也不是離開色蘊之外另外有一個叫做「空性」，當下就是了。「空不異

色」，「色即是空」，就在同一個地方，「空即是色」，色蘊即是「空性」，空性即

是「色蘊」。是指「動力因」了。

《大乘起信論》將真如……來到這裏就講了，講到大乘的空宗與大乘的唯識宗，

所謂「真如為萬法之因」是指質料因，《大乘起信論》講由真如產生萬法，就變成那

個真如是動力因，唯識宗的人整日批評《起信論》的，就是說它好把真如當動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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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料因與動力因不同的，譬如你將金打成一隻金戒指那樣，金是質料因，金、那塊金

不會自動變成戒指，要由什麼？第一是文化發展到做戒指的程度，第二還要有能做戒

指的工匠去做戒指，這些就是動力因了。是嗎？金自己不會自己變戒指的，同一種道

理，真如自己不會變萬法的。萬法還有什麼？真如呈現出來的東西其中有什麼？

其中有些叫做「貪」、有些叫做「嗔」、有些叫做「癡」，有些叫做「色」、有

些叫做「受」、有些叫做「想」、有些叫做「行」、有些叫做「識」，這麼多、無數

那麼多東西，這些這麼多的東西都是由那個真如的質料因呈現、顯現而成，而這些東

西之間互相衝擊，好像一條河流，河流裏面無數那麼多水點，這些水點互相衝擊，於

是那條河流就有水紋了，有波紋了，如果不互相衝擊就不會有波紋的，這些波紋並不

是那條河流，這條河流是什麼？河流是這些波紋的質料因，河流自己不會變成波紋

的。而且變成波紋是因為那些水點互相衝擊，互相衝擊就是動力因，而且這個波紋由

動力因互相衝擊而成，而且不是由一個，是由多個的。所以它就反對，一個神創造宇

宙那麼多東西，他就不肯、不肯建立一個神就是這樣的原因了。

聽眾：羅公！這個真如不能夠為諸法的因？

羅公：不能夠為諸法的動力因。

聽眾：不能夠為諸法的動力因？

羅公：是，這個不能為諸法因，這個「因」指動力因。

聽眾：動力因，就不是質料因？

羅公：什麼？

聽眾：是不是？

羅公：真如為諸法的質料因。

聽眾：真如為諸法的質料因？

羅公：是。

聽眾：即是真如為諸法所依的。

羅公：是，所依的質料因。

聽眾：就不是為諸法所推動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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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所推動的因。是，沒有錯。

聽眾：這樣讀《大乘起信論》的時候它就講，由真如與這個無明互熏，你熏我；我熏

你。

羅公：是。

聽眾：這樣就變成不對了？

羅公：不對，這是另外的第二點不對了，會熏，它即是有為法了，真如是無為法，它

矛盾，真如是無為法怎會熏呢？熏是一種動作來的，「無為」那裏有動作？是

嗎？

聽眾：即是無真如緣起？

羅公：什麼？

聽眾：即是無真如緣起？

羅公：一句話，真如緣起應該打倒，不對的。是嗎？講真如緣起那些不通的！如果講

真如緣起就不如索性(乾脆)走去基督教受洗禮，觀真如做什麼？上帝會做了一

切東西，上帝就是真如了，何需要讀這麼多經做什麼？連《大乘起信論》都不

必讀！一本新、《舊約》、一本《舊約》就夠了，《舊約》的《創世記》、那

本《Genesis》一本就夠了，對嗎？

聽眾：羅公。

羅公：是。

聽眾：真如是無形無相的，何以能夠成為有形有相的萬法的因？

羅公：你說真如無形無相何以能夠，是嗎？真如不能夠，不是說真如先有了一個無形

無相的真如，後來由這個真如造成這個有形有相的萬法，不是。

聽眾：真如是無形無相的，何以能夠成為有形有相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質料因？

即是一個無形無相的東西，怎樣成為一個有形有相的東西的因？

羅公：何解會做這個質料？

聽眾：是。

羅公：金有形有相，然後可以造金鐲。

聽眾：金鐲。

羅公：它的答案是這樣，我們所見到的金，第一點答，一定是有形有相的，看不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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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無相的金，它不是金鐲它就是金礦了，是嗎？

金之所以說金礦與金鐲都是金，但是金 是一塊石頭，金鐲是一個金圈，兩種東鑛

西都是有為法，所以金的質才是無為法了，所以有有為法的時候就有無為法。即是說

有金鐲或金礦等等金所造成的東西就有金，有金的時候就不是有金鐲就是有金獅子，

就是其他東西，不是離開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是離開的，不是離開的兩

種東西，無始以來就有萬法，有萬法我們不能不承認萬法有個本質，本質之中我們不

能否定有最後的本質，最後所依的本質，這個最後所依的本質，我們改它一個名，叫

它做 Abram，叫祂做God都行，不過佛家叫它做真如。一樣，一種解答，好了，第

二，你說真如是無形無相，何解會變出有形有相的山河大地？是嗎？何解能做有形有

相的山河大地的因呢？現在是第二個答案了，第二個答案，如果就空宗，它就不准答

這個答案的，空宗不答這個答案。你如果說真如是無形無相的，你根本就是執著，是

嗎？即是說，你承認真如有一種形相，這種形相叫做「無形無相」，有無形無相的

「相」，執著，不行。

空宗也撇去，但是這種撇去就不是哲學式的，你如果是學哲學的人，你是不肯接

受這種思想的。怎樣呢？唯識宗說，你說有形有相，好，你見到的東西有形有相，頭

髮是黑色的，是嗎？有形有相，這個有形有相不是實的形相來的，頭髮的黑是一個

image來的，根本就無黑的頭髮，這是什麼？我的眼望下去，我的「眼識」有個

「相分」、「見分」，那個「相分」就把一種東西，一種刺激，這種刺激怎樣？

物的本身我們不知道的，那是本質，而是我們受這個刺激現起這個影子，黑，我

們知道黑，這種黑是一個影子。摸一下頭髮是軟的，軟後面也是一個影子，黑就是

「眼識」的影子，那個 image，摸下去是軟的，這是「身識」的觸覺，「身識」的

影子，你以為頭髮，這是頭髮，這個頭髮望之則黑，摸之則軟，這是你的執著來的，

這是意識裏面構成的一個觀念而已，沒有一個東西叫做實的頭髮，我們的知識所認識

得到的，只是黑與軟，離開黑與軟無所謂叫做「頭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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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有種「遍計所執」，摸之見到軟，視之見到黑，於是我們的意識裏面就

把黑與軟將它來綜合了，就起了「遍計所執」，執著有一個東西，這種東西望之則

黑，摸之則軟，如果你再嚐一下，是淡的，其實淡是一個範疇，「舌識」的範疇，黑

就是「眼識」的範疇，不同的 category，摸下去是「身識」的範疇，完全是我們…

…換言之，一把頭髮摸下去，根本就沒有這把頭髮，如果我們執著有這把頭髮，這些

叫做「遍計所執性」，我們只是有軟、有黑、有淡等等，完全……換言之一路類推，

即是說怎樣？

沒有宇宙，沒有整個宇宙，完全是我們的「遍計所執」，各種經驗上，各種影

子，我們意識將它來綜合，以為有這個宇宙，以為有了，就以為我們是生存在這個宇

宙。其實無這回事，這回事就是幻的，這回事就是幻的。是呀！幻的，然則何來一個

「幻」呢？這是問題了，不是沒有實質的，本來就沒有，何解意識又有？於是這樣就

講唯識了，就因為我們的識妄現，妄現又怎樣？何解我們的識會妄現？

因為我們的「眼識」有「眼識」的種子，種子是一種能力，本來沒有東西的，這

種能力現出覺得好像有東西，好像一個人，本來不是在沙灘處游水的，但是因為我的

腦的神經有能力，我們將那些電，將那些游水的人的那些電，那些電波套取了下去，

成為一種波動的能力的時候，照它一樣地波動，通過那些電就可以令那個腦，本來不

在沙灘游水的，可以覺得我現在游水很快活，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沒有去過游

水。我們之所以見到他的頭髮，見到什麼？

就猶如那個通了電的電腦，無形無相的東西顯現，無形無相與有形有相不過是顯

現，無形無相的東西就它的什麼？就它的質、未顯的質來講，有形有相是質顯出來

的，即是無形者為「體」，有形者為「用」，「眼識」無形的「體」是種子，一現出

來有形的，就是「眼識」的「用」，這樣「體」就是無形的，現就是起，有一種作用

令我們覺得它有形，「眼識」如此，「耳識」，「眼識」、「耳識」、「鼻識」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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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種虛妄的起(現)出來，不過我們的意識將它來綜合，有這個叫做「世界」，我

這幾十年就叫做「人生」，一大堆，自己騙自己，既然自己騙自己又怎樣？由得它

嗎？但又不能放棄，如是者，這種自己騙自己就叫做「輪迴」，由得它輪迴？

好像發惡夢那樣一路發下去不是辦法的，所以我們要停止這個惡夢，所以就要修

行，這個惡夢停止，而我們又清清醒醒的時候，就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

當我們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時候，就知道我們歷劫以來所見到的東西，全

部都是我們發了一個長遠的惡夢，顛顛倒倒發惡夢就發了萬劫，現在這個夢然後才大

夢方覺，就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樣，即是說由無形的種子，顯現而成有形的世界，這即是說無形可以顯現，我

們得到一個結論，所謂「有形」者是無形的東西所顯現的，無形的才是「體」，有形

的不過是「用」。好了，然則「體」全部都是種子？是，種子就猶如散沙，一定有一

個(人)怎樣？要有一種東西吸攝住它才行的，如果沒有〔力量〕吸攝住它，我們有時

就很吃虧的，有時就很著數(佔便宜)的，吃虧是什麼？有一個人專門作惡的，無所不

為的，他這種子飛了來我這裡，那時豈不是將來我受罪？是嗎？不行的。

還有修行，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已經歷劫修行修了這麼多了，他們的種子飛了來

我這裏就太好了，我不用去修行了，是嗎？也不通。所以我們就要推論到，一定有一

種〔能力〕，雖然種子是無形無相的能力，另外有一種更強的無形無相的能力，能夠

攝持著、控制著這種猶如散沙的種子，令到它很有條理的，於是我們就改一個名叫做

「第八阿陀那識」，叫做「第八識」了，叫做「阿賴耶識」了。

「阿賴耶識」裏面就含藏有無數那麼多種子，這樣種子就是無形的，「阿賴耶

識」也是無形的，這種種子猶如一種電波，還有一種更強的電就控制著這些電波，這

一能控制的「第八識」，我們就叫做它做「生命」，這個是劉萬然的生命，那個是鍾

正民的生命，就叫做一個眾生了。其實眾生的〔本質〕都是無形，眾生是無量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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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量無邊的眾生仍然是無形都有象，是嗎？需然說是無形，仍然有象，眾生都要

有個「象」的，都是假象，最後的連這個眾生，我們說的「眾生」都是執著，最後連

這個執著都沒有，都空了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就體會到有種東西，就是什麼？

我們就知道所謂一個個眾生；所謂種子都全部是假設的，都是那些

alpha、beta，那些東西都是符號來的，實在是那些哲學家用來解釋的，這些哲學家

無可奈何的時候就用來解釋，最多事莫如釋迦牟尼佛，這位老人家多事到極，搞出這

麼大套東西，但是他不搞又不行，所以最可憐的人就是誰？釋迦牟尼佛，他要搞這套

這樣的東西，我們就更可憐，被他老人家來訓我們，搞到我們摸到都要十年八年才搞

得定它，其實到最後就是什麼？

那個無形無相、無形無相不是等於無，這個我們改了個名叫做「真如」，就是這

樣。所以〔以〕無形無相的東西為依現出有形有相的東西，一句話，「無形無相」

者，宇宙萬有之「體」，「有形有相」者，宇宙萬有之「用」，一體一用。「體」就

是 substance，「用」就是 phenomena，有「體」必定有「用」，有「用」必定有

「體」。即是有金就必定有一種東西以金造成，不然就無所謂叫做金。總之有一種東

西是由金造出來的就一定有金質，就是這樣。水，無水就不成波，波平如鏡，波平如

鏡即是說它的波度等於零那樣解而已。是嗎？都是有波的。所以這個華嚴宗的人譬喻

得相當很好的，但這個譬喻不只是華嚴宗的，水不離波，波不離水，水就猶如真如，

波就猶如萬法，真如與萬法就猶如水與波。他的解答就是這樣了，聽不聽得明白？你

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我們時時這樣講了，在這個宇宙的本體，這個 universe的本質就是真

如，而這個五蘊、萬物、山河大地不外是真如體上面的「用」，「用」，「用」即是

現象，phenomena，現象，有形有相的通通是「用」來的。聽不聽得明白？聽眾：

羅教授，或者我這個問題比較愚蠢一些，如果我們再證我們的真如的時候，會不會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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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會不會又再起這個「用」，又再回頭，又有八識，又再輪迴？

羅公：哦！答案就是這樣，有兩個不同的答案，一個是《大乘起信論》的答案，要該

打的，這個答案，它說什麼？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一片真如清淨的，忽然起個妄

念，忽然念起，這個妄念就叫做「無明」，忽然念起名為無明了，一有了無明

就產生什麼？

一切貪、嗔、癡，由簡而繁，這個世界就搞到五花八門，一搞到五花八門，我們

就輪迴不已了。所以我們要再回頭，再認識我們本來清淨的、一片清淨的真如。怎樣

認識？修行六度萬行，將這些東西來洗淨，然後在修止觀，在止觀一樣的定中，去再

證回這個真如。一證到真如之後，我們就豁然開朗了，知道我們之所以生死輪迴者就

因為迷惘，現在不是了！我現在好好地控制住了，控制住，到最後我們把這個虛妄的

人生、虛妄的世界 stop了它，停了它！回到本來面目，這個〔就是〕原來的真如一

樣了。何解我說該打呢？本來是清淨的，怎樣忽然間會起妄念？你本來你們夫婦不錯

的，你忽然起個妄念來殺了那個丈夫？是嗎？這樣你一定是發了神經(精神病)了！是

嗎？不會的嘛！如果好就不會，是嗎？會就不好，是嗎？

所以你說真如一片清淨會忽然起妄念？不通的！固然這點不通，還有一點不通是

什麼？你本來一片清淨了，起了妄念就生死輪迴了，後來你修行成了佛，恢復到原來

一樣了，若又起那怎 辦？它的答案就強詞奪理，他還強詞奪理，它怎樣說？它說那麽

時就不會了！問題是你不合邏輯，矛盾，何解舊時就會？舊時清淨就會，現在又不

會？何解？

到這一句你解釋不到，是嗎？不通一也，該不該打？要趴在那裡打屁股才行，賢

首法師的那些東西，是嗎？這是第一種。這即是說，用《大乘起信論》那套就不通，

這套東西是好東西，你將來，你有沒有拿那本東西看？《大乘起信論考證》呀！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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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非看不可，我回去後，希望你們有這本書的，看了它，看了它你的頭腦可以為之一

新。你有沒有買？

聽眾：有。

羅公：看，一定要看，不然你永遠受不起、不然你永遠被別人騙。

什麼？但是那些法師一定反對你看的，剛好整正、踩正他的尾巴嘛！第二個是唯

識宗的見解，甚至是與小乘的見解相同，我們沒有那段的原來是清淨時間，原來就是

虛妄的，原來就是虛妄的，不過虛妄之中，這個現象界裏面就什麼都有，這個虛妄的

世界何解叫做「虛妄」？因為立立雜雜(包羅萬有)，所以就說它虛妄，因為不夠純

粹，好了，不夠純粹即是說怎樣？有物質就有非物質料了，是嗎？如果純物質就不虛

妄了，純粹一片了，有些是物質，又有些是非物質，相對的，這個現象界是相對的，

好了，有窮就有富，是嗎？有些人不窮的，是嗎？有富；有善就有惡，樣樣東西都是

相對。

即是說，我們這個人生，無始以來都是一種虛妄，我們所謂「虛妄」不是有一種

東西叫做「虛」、叫做「妄」，因為它立立雜雜(包羅萬有)亂搞，所以我改個名就叫

做「虛妄」，這樣這個虛妄的人生不斷生死輪迴，由不斷的生死輪迴，由每一個人的

人生不斷生死輪迴，互相衝擊，本來就沒有世界，互相衝擊而形成世界，這個立立雜

雜(包羅萬有)的人生，立立雜雜(包羅萬有)的世界之中，你記住，有左就會有右是

嗎？有上就一定有下了，無「下」你怎成「上」呢？是嗎？相對嘛！有窮就一定有

富，如果個個都富，又何來有窮呢？亦無所謂富了，個個都長命就無短命種，沒有短

命種就亦沒有叫做長命的人了！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相對的。樣樣東西都是相對的，有大就有細了。有些人有些清

淨的功能的，但是對面就有些就沒有的，即是有些人有無漏種子的，有些就無無漏種

子了，相對嘛！既然有一種人有無漏種子了，這些就絕頂聰明仔了，即是說大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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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蠢仔，一個蠢仔，一個極之聰明的，把兩個人推到一起，把他們放在一起，烏凜凜

的時候，一個密室關在那裡，烏凜凜的，連燈火都沒有的，但這個蠢仔就會被人關

死？那個精仔(聰明人)就未必死，是嗎？

他會鑿牆洞的！四圍摸索，咦！這裏鬆鬆的，他就會挖了！有一種人是這樣的，

你承不承認有一種是這樣的？是有這樣的。你生幾個兒子都有一些是特別聰明，有些

是特別蠢一些的。那些特別聰明的人，他有就是所謂智慧很強的，他能在黑麻麻裏面

找尋到出路，是嗎？找尋了出路之後，他了解了很多東西，是嗎？就覺得這個做人不

要互相侵害就大家都有利，你殺我，我殺你，結果就全部死光！他都知道利害關係

了。

他們有一種人，有一種人兇狠到極的，但是有一種人就會很慈祥，相對的，那些

會慈祥的人就變成了什麼？是聖、是賢就是道德家了，那些兇狠到極的就不是秦檜

(1091－1155)、曹操(公元 155－220)，乜乜物物等等之流，各人各歸各路了。那種

人越惡的就越整越惡，初時曹操殺人就用刀，現在希特拉殺人就不止用刀的！一下動

不動就殺你一百幾十萬人，越整越進化，他也進化，那些兇的也進化，但是那些兇惡

的人會進化，良善的人也一樣會進化的，難道你能進化我就不能進化嗎？

他這個進化就由「有漏善」就找出個「無漏善」，他肯想，他會發現這個辦法是

可以的，發現修止觀的辦法是可以的，在山林裏面很妥的！漸漸地，一萬個人在這裏

摸索，其中有一兩個人特別聰明的，那種無漏的種子特別強的，他居然就見了性出

來，是嗎？見了性出來，咦！他不同了！他就教人了。由此他就變了，這些叫做什

麼？漸漸地就成佛了，於是有佛了，有眾生就會有佛了，這樣於是就創立了度眾生的

道理。就是這樣，無始以來就是這樣。

這樣，好了，他這樣修行，又教人，這些是首先的佛了，你照著他的辦法就怎

樣？把那個虛妄全部清除，本來是虛妄的，本來是立立雜雜(亂七八糟)的，現在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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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雜(整齊)，何解有這樣的辦法？老子聰明嘛！是這句話，我聰明就可以了，搞

定。經過歷劫以來，我不斷地搞，搞定了。搞定了之後，舊時虛妄，不是！舊時清淨

變不清淨就說會回頭再變虛妄，舊時我本身就是虛妄，現在我搞定了！是嗎？

好像你舊時烏凜凜(糊塗)硬是不發達，現在我發達了，就好好地做了，建立了這

多東西，我就不再做了，他不回頭了。唯識家就是這樣講。本來是衰，現在不衰，麽

是這樣，聽不聽得明白？所以兩者比較，第一種是不通的，何解不通？但是何解這麼

多人〔講〕？中國人最吃虧的就是思想籠統，華嚴宗的人，學華嚴宗的人思想一定籠

統的！兩種人思想籠統，一、華嚴，二、禪宗，是嗎？

聽眾：中國人無團結，不聽話，這兩種東西是最損失大。

聽眾：一個清淨與一個雜染能不能夠相應呢？

羅公：清淨與雜染會不會相應？即是說清淨為緣，而影響到雜染，是嗎？當然可以影

響，當然可以影響了，你多一分清淨就應該減一分雜染，好像細路哥 (兒童)玩

蹺板，這邊高一些，那邊一定低一些的，有些人以為一定要善的才可以做善的

緣，善的不能做惡的緣，不是的，有時善的也會做惡的緣，譬如我是惡到極

的，你是善的，我硬是日日騙你，騙你今天就說老婆病，明天就說老媽要買

藥，騙你拿些錢去吃白麵(毒品)，你一味仁慈，但是這樣，我是惡的，是嗎？

搵笨(騙人)的！搵笨(騙人)不就是惡？但是你就是增加你的仁慈，你就越整越

慈悲，惡的做增上緣，可以增加你的善，做因緣就不行，緣有四種，做因緣就

不行，做增上緣就可以得，是嗎？互為增上緣也可以，有沒有問題？

聽眾：多謝你解釋得很清楚。

羅公：你接受哪一種？接受原來是清淨抑或原來不清淨？

聽眾：我接受原來虛妄。

羅公：什麼？

聽眾：原來虛妄那一套。

羅公：中國人最弊就是什麼？思想籠統，在哲學上，何解這麼籠統？這個歸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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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秦始皇，他要愚民政策，是嗎？焚書坑儒，你班人越蠢就越適合！是

嗎？

第二個是什麼？漢武帝，他整那套罷黜百家，全部找孔夫子做木頭，做傀儡，你

學他這套東西就可以了，找孔夫子做傀儡，孔子那套東西是好的，他將它來罷黜百

家，因為他罷黜百家，我有。於是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定是要怎樣？明學發達，

即是 logic，邏輯發達，跟住就會產生科學，邏輯發達哲學就一定豐富，哲學豐富跟

住就產生科學，一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之後，你只要照讀五經就可以了，邏輯嗎？不用

那麼多東西的！詩云、子曰，這樣就行了！孔夫子都這樣講了還不夠？是嗎？

這樣搞法，於是那些人就不用講 logic，一沒有、頭腦一味不講 logic就籠統，

籠統，漢武帝起就一路明學不發達，至到曹丕，三國的時候曹丕稱皇帝，那個時候那

班學者，略略有些人注重明學了，但是產生了那些，那些明學整日產生那些清談，那

些都好，好過無，產生那些什麼？那些無聊的問題，不過都是好的，例如什麼？如果

當你一路修養成了聖人了，人人都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的，你做了聖

人以後有沒有七情呢？這些問題。第二個就是什麼？

當時那些明學家，烹牛的鼎可不可以用來烹雞？即是有一個大鼎，一個大鑊，可

以來煮牛的，將那隻牛切開一塊塊用來烚(煮)熟的，將它來烚熟雞又行不行呢？於是

有些人就說：烹牛之鼎可以用來烹雞。有些人就說：烹牛之鼎不可以用來烹雞。產生

了這些問題了。你說行不行？烚(烹)牛的鼎、大鑊可不可以用來烚(煮)雞，行不行？

行，照理是行，牛都行了，雞不能烚(煮)？如果這樣，何解那些人要另外找個鑊，找

個小鑊來烚雞？為何沒有人說劏(宰)一隻雞就用一隻大鑊，整擔柴在那裡燒怎樣行？

即是不行了！於是那些人就產生了，其實哪裡有得爭論的？牛都可以烚得熟的鼎，為

何不能殺雞？是嗎？你說，沒有人這樣用。沒有人用，他不用，不用不是等於不行

嘛！現在那些人不用火車去溫哥華，不用火車，坐飛機了，你不能說坐火車不能去溫

哥華嘛！是嗎？不用不等於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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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劏(宰)牛的鼎一燒就要一擔幾(一百多斤)的柴，我劏(宰)雞的小鑊，三支柴

就可以劏(宰)了雞了。可見劏(宰)牛的鼎是不能用來 雞的，又是錯。你說烹牛的鼎劏

不適宜於烹雞，行！不適宜嘛，何解？花整整一擔幾(一百多斤)柴，不適宜，但是你

說烹牛的鼎、烚(煮)牛的鼎不能用來烚(煮)雞那就不行。那個時候，不過這樣，肯這

樣討論都是好，好過不討論。這樣，稍為興起了一下。但沒有多久，曹丕、曹丕的孫

又被司馬懿整倒了，以後就走了去談老莊的玄學了，不大講邏輯了，這樣就沒有了！

好了，直至到怎樣？直至到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到唐朝貞觀年間然後才帶了一

套因明回來，然後才講邏輯，那些人就真正講因明了，講邏輯了，但是唐三藏譯的那

些因明就㪐㪐㩿㩿(艱澀)，不能夠普遍弘揚，所以……而且當時那些儒家的人說：

嘿！這些夷狄的東西，外國的、夷狄外族的東西我們不接受的。當時玄奘法師譯了本

《因明》，第一本《因明》譯了之後就有一個人反對了，那個人做醫官的，太醫，太

醫博士，反對《因明》，這個真是無聊了！邏輯都可以反對的？是嗎？

至到唐三藏死了之後，沒有多久武則天當權了，武則天當權就不喜歡講唯識這套

東西，因為何解？講唯識這套東西的人個個都有個政治背景的，唐三藏那派講唯識

的，他的政治背景是功臣派，唐朝開國功臣，尉遲公(尉遲敬德 585－658)，褚遂良

(596－658)，與政府派他做監譯的宰相房玄齡(579－648)那些，那些人做背景的。

武則天就要殺功臣的，她要另外找一班新人的。在佛法裏面她就排除唯識這一派，就

要找兩種，提拔起兩種人，一種就是賢首國師，講華嚴宗，講《大乘起信論》這套東

西的那班人。這樣賢首法師就以武則天為背景，那班新人做背景的。這樣再想多找幾

個人，就看中了六祖，六祖就不肯，整日請，請了三次六祖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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