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說，現在我不見了我，找不到那個「我」，大概他是入定的，定中不覺得有個

能取的「我」。所以章太炎說，這個顏淵、顏回是一個加行的菩薩來的。莊子是一個

見道的菩薩，這個、這個顏淵是一個加行的菩薩來的，他一到能、所相忘，即是在這

個階段，在這四級的時候，他都還覺得有件東西叫做「真如」，這裡講「現前立少

物」，覺得有件東西，這個叫做「宇宙本體」在這裡，覺得有這個概念，「謂是唯識

性」。啊！這個就是本體了！

這樣他仍然不能進入加行位，「以有所得故」，你未能達到能、所雙忘，「非實

住唯識」，不是了解唯識的。他說這個顏淵只是到這個階段而已，莊子就超過這個階

段了。我們一了解這個、這個偈以後，我們就知道了，看在這裡了。釋有尋有伺相

了。「復次」，庚一，59頁最後那裏，「善男子！若有尋求奢摩他、毘 舍那，是鉢

名有尋有伺三摩地。」這樣，我剛才的解是很籠統的，現在的解釋是依正圓測法師的

解法了。你看看這裏，如果一個人修定，一個人修定，他修成怎樣？

還有「尋求」的，何解他不講「伺察」？有「尋」一定就有「伺」了，是嗎？有

「伺」就可能沒有了「尋」，「若有尋求奢摩他、毘 舍那」，如果一個人修，修到鉢

仍然是有「尋求」、有「伺察」的，修「奢摩他、毘 舍那」，這種我們就叫它做什鉢

麼？「是名有尋有伺三摩地。」這即是什麼？下品尋思、上品尋思，觀所取空、尋

求，是嗎？同時有「尋」有「伺」，這個無尋唯〔伺〕，「忍、世第一法」，「煖」

與「頂」就「有尋有伺」，講明有尋求。「有尋有伺三摩地」，觀所取空的時候，一

定要用邏輯這樣觀下去的。觀所取空。你說，看一看，我寫錯了一個字，「煖」、

「頂」二位修四尋思，那個「四」字不要，修尋思觀，加個「觀」字，不要那個

「四」字，「煖」、「頂」，五十九頁上面那個圈框住那裡。

聽眾：即是「煖」、「忍」字，那個「忍」字還是「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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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煖」、「頂」二位的時候，就「有尋有伺三摩地」了，觀所取空，上

品尋思與下品尋思。你回去印證一下它。「尋思」你最好改了它，你改又得，

我把「四尋思」也講你們聽。「四尋思」只是唯識宗修的，其他的人是不修四

尋思的，不要那四種的。所以我說，但雖不要這四種，但仍然是尋思，不過不

是尋思那四種東西。

這樣唯識宗就要修那四種東西的，唯識宗怎樣修「四尋思」呢？我寫給你們。觀

的東西，境不外是四種東西，所取空，觀所取的東西不外四種東西，第一叫做

「名」，「名」即是概念，concepts，概念，我們所見的東西你以為是真是那種東

西嗎？譬如我見到桂先生，你以為這個真是桂先生嗎？是我的概念裏面的桂先生而

已！是嗎？桂先生有很多東西的！他有很多財產，有很多子孫，他的五臟裏面有很多

細胞的，我觀桂先生只是觀到他的相片而已！是嗎？這個只是桂先生反映進我處的概

念而已，當桂先生肚子痛的時候我是不會痛的，如果我觀到的桂先生真是那個桂先

生，桂先生肚痛的時候，我就應該也痛一份了！但我不痛的。是嗎？他被人鋸我都不

痛的，這樣可見我所觀的桂先生就不是真正的那個桂先生。不過是這一堆有關桂先生

的概念而已，這些叫做「名」，我們所見的東西其實就是「名」來的，山河大地，日

月星辰等等，都是一堆概念來的而已！「名」。我們觀我們一世人所見的東西都是

名，這就叫做「名尋思」，這要是一套哲學的，是嗎？

在那個「名」裏面尋思，尋思世界上的東西都有名的，是嗎？有名。第二，

「名」者，「事」就是事實，名稱是用來表示事實的，譬如我說「桂先生」，這個名

是有一個「桂先生」的事實在這裡的，那些叫做「事」，「名」不是單純什麼都是

名，名是有所代表的是有「事」的，這些叫做「事」。「事」我們不能夠直接把足到

的，我們能把足得到的是「名」而已，那些「事」反映進我們的智慧裏面，我們就叫

它做「名」。這樣我們要觀世界上有很多名，又有好多事實，「名」與「事」是不是

一樣的？「名」是不是等於「事」？不是，名只是「名」；事只是「事」，不過我們

世界上大家有一個公約，約定這個名就代表這種「事」，譬如我們說「牛」，我們大

家都約定由祖先到現在，我們都一說「牛」，我們就〔知道〕代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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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隻有角、有蹄的傢伙，那些叫做「事」，「名」不是等於「事」，如果我

們執著「名」就是「事」你就錯了。執著名就是事的，譬如我說「桂先生」，想到就

是桂先生了，不是的。譬如我見到一個人，我見到他很壞的，我俾他的「名」就是一

個壞人，但是他可能是很好人的，名與事不一定是相同的，觀「名事互為客」，名與

事是互為賓客而已，我們中國人也識得「名者，實之賓也」（莊子，《逍遙遊》)

「名」只是「名」，「事」只是「事」，我們不要執著「名」一定是等於「事」。

如果我們執著「名」就是「事」你就錯了，這樣即是說，我們的概念只是我們的

概念，這個真實的世界才是真實世界。我們不要以為我的主觀覺得的世界就是客觀的

世界。是各不相同的，「名尋思」、「事尋思」。「名」之中有兩種東西，「事」之

中都有那兩種東西，一種叫做「自性」，不過你儘管聽一下，不識就罷了。將來你會

識的，「自性」即是本質，每一種東西，每一種「事」都有它的本質，每一種「名」

就代表一種「事」，「名」裏面就代表一種「名」裏面所代表的本質，「自性」。凡

有本質的東西就一定有它的屬性，就叫做「差別」，「差別」就當屬性解。

凡有本質的東西一定有屬性的，這個粉刷是有本質的，這個粉刷的屬性是什麼？

可以用來擦東西的。是嗎？這個櫃有本質的東西，它是有屬性的，這個櫃可以用來裝

東西的，裝東西就是它的屬性。這塊櫃門就叫做，這塊東西就叫做櫃門，櫃門就是本

質，有這個櫃門的本質一定有顏色的，不是紅的就是藍的，不是就白色就是米色，這

個米色就是它的屬性。「名」所代表的有自相、有差別，事實這個世界上的「事」亦

有自性，亦有差別，這樣我們就要尋思，「名」始終是名，不是等於「事」；「事」

始終是「事」，不是等於「名」，我們不要搞亂。

有自性亦有差別。

好了，再進一步，所謂「名」不過是我們的，我們的「識」裏面所覺的一個影子

來的，離開我們的影子是不存在的、是空的。「名」就這樣。那個「事」就以為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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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哪個見過真實的「事」？見來見去我們都是「名」。真實的「事」有、無我們根

本就不得而知。我們一定說真是有這樣的事，這是我們的執著，所以「事」亦是空

的。「名」與「事」既然是空的，「名」的自性也是空，「名」的差別也是空，一切

所取的「名」、「事」、「自性」、「差別」都是空的，就叫做「所取空」。「四尋

思」。你唯識宗就觀這四種東西，你不是唯識宗你就不要找這四種嘛！是嗎？

譬如你參禪，參什麼？參「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觀「狗子」有無佛性囉！是

嗎？譬如你參「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麼」？你就觀那種東西囉！各觀不同，你無須

依住唯識宗的。而且我是學唯識宗的人，我就覺得唯識宗太繁瑣，這四種好像規定了

格式那樣。不夠活，反而不夠活用。唯識宗的人很多都不用它的。不過這種講法是

《解深密經》講的，《解深密經》是釋迦佛說的，這樣就人人都不敢怎樣，其實很繁

瑣的。尋思，尋思「名、事、自性、差別」這四種都是空的。

其實我就說「所取空」就是籠籠統統，他將所取的東西就分作四層就微細一些，

是嗎？你又不要怪他，他很微細，好處就是微細、清楚，就尋思了。這樣想的時候，

全部應用邏輯的，全部要用思想的，全部要用概念的，這些就叫做「尋思」，所以它

是「有尋有伺（的)三摩地」。明明是什麼？下品尋思了，是嗎？看不看到？「有尋

有伺」的，下品尋思，好了，觀熟一些了，你就怎樣？

庚二，釋無尋唯伺三摩地了。無那些很粗的思想了，還有很微細的，你看，尋思

就是粗的，上品尋思，下品尋思都是「有尋有伺」，上品尋思仍然是「有尋有伺」，

只是微細一些而已，一到「忍位」就不叫做「尋思」了，已經現量了，如實智了，體

驗了。由有如實智，「忍」與「世第一法」，所起的就不止有「尋思」，還有「如實

智」，他用如實智來了解什麼？

四種境：「名、事、自性、差別」這四種東西都是空。「若有伺察奢摩他、毘鉢

舍那，是名無尋唯伺三摩地」。他說如果觀到純熟，入了「忍」與「世第一法」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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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就已經很微細了，可以幾乎有得體驗了，不多需要靠邏輯了。那時只有伺察，

就沒有那些粗的尋思了。這種這樣的止觀就叫做「無尋唯伺三摩地」了，即是什麼？

「上品尋思」了，是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上品尋思，這個是「下品如實智」

與「上品如實智」了，看到嗎？

這裏有個表，「有尋有伺三摩地」就是「煖、頂」；「無尋唯伺三摩地」就是

「忍」與「世第一法」，仍然是要靠世間的邏輯，「印」就不用邏輯了，「觀」就一

定要用邏輯，完全不要用邏輯的，就「無尋無伺」了。下面了，庚三，釋無尋無伺

相。「若緣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這個「總法」指最高級的「總法」，指真如鉢

了，這個是指真如了。如果到了緣到那個真如來修止觀，即是在止觀雙運裏面證到真

如，「是名（叫做)無尋無伺三摩（地)」，不須要用邏輯去「尋伺」，完全是現量體

驗到的，這個是什麼？

你看一下我上面的幾個字：地上觀如，入了地之後觀真如了。這個「地上」就包

括十地了，由初地一路到第十地，十地觀如。這個表裏面包括不到這個庚三，是嗎？

聽不聽得明白胡麗麗？聽得明白嗎？那個表沒有庚三的，因為那個表「煖」與「頂」

是「有尋有伺三摩地」，「忍」與「世第一法」是「無尋唯伺三摩地」。一過了這個

見道就「無尋無伺三摩地」了。就與睡覺那些「無尋無伺」是不同的。

聽眾：羅公！這個「無尋唯伺三摩地」即是上品，所謂「超尋伺法相」了？是嗎？

羅公：是！這個是「超尋伺法相」了。

聽眾：是不是這個階段嗎？

羅公：是這個階段，即是六祖的「本來無一物」那時那個階段。「本來無一物」就是

無「能取」亦無「所取」，見不到「能取」亦見不到「所取」。不過你記住要

對住這兩個表，「有尋有伺」，最緊要是「地上」也要計算的。地上也計算

的，「煖」與「頂」是「有尋有伺三摩地」，「忍」與「世第一法」是「無尋

唯伺三摩地」。一入了見道就「無尋無伺三摩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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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因為你不慣這些名相，整堆名相你就很難明了，你歇了之後，今晚你萬緣放

下，找兩個好東西去食，飲一下，飲一下之後，你然後慢慢拿回來想，你就會很清楚

了，丁七、止舉捨相門。當你修，這裏教你，這些是教初學的，如果你是老行專就不

用理這些的，這些是教初學的。「相」即是方式，修的時候用三種不同的方式，一種

叫做止，「止相」，「止相」即是停止它，你的心亂想東西的時候停止它，不要想，

你的心太高興的時候停止它，不要太高興，停止，就叫做「止相」，用止的方式，

「舉相」，當你昏昏欲睡的時候，舉起你的心來思考，將你的心舉起了想，那時那種

方式就叫做「舉相」。第三種就是「捨相」，順其自然，順其自然，既不是止，不去

「止」它，亦不特別「舉」它，由它順其自然，就叫做「捨相」。三種不同的方式循

環運用，這樣你就會修定（就會)成功的。這樣就很淺的，這裡與剛才的那些就不同

了。

問了，彌勒菩薩問了，「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彌勒菩薩又這樣問釋迦佛，他

說：世尊！叫一聲他：「世尊（啊)！云何止相？」怎樣叫做「止相」呢？「云何捨

相？」怎樣叫做「捨相」呢？不是！「云何舉相？」怎樣叫做「舉相」呢？「云何捨

相？」怎樣叫做「捨相」呢？答了，分三段答。第一是答「止相」；第二答「舉

相」；第三答「捨相」。己一，答「止相」。「佛告慈氏菩薩曰」，他又對彌勒菩薩

這樣說。「善男子（啊)！」叫一聲他，「若心掉舉或恐掉舉時，諸可厭法作意及彼

無間心作意，是名止相」。他說「若心掉舉」，學定的最棹忌兩種東西，一就是惛

沉，硬是心不清楚，懨懨欲睡想睡覺、想睡覺那樣，二就是「掉舉」，「掉舉」就是

突然，「掉」即是突然，突然郁動叫做「掉」；「舉」，心舉起上來，壓不住，「若

心掉舉」，如果你的心在想，不想不行的，偏要想的，你試一試，你坐的時候最多是

掉舉的，你壓不住的，是嗎？想著想著就想了別的，你說不想不想，一會又想，不想

不想又想那樣的，掉舉。或者「恐掉舉」，或者你已經到家些了，不大掉舉了，恐怕

快要掉舉的時候，快會〔掉舉〕了，快會〔掉舉〕了，那時你就要想什麼？「可厭法

作意」，你可以想一些討厭的東西，「可厭法」，怎樣叫做「可厭法」？例如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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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會死的，人是無常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你現在不修，將來你死的時

候就會悔之莫及的，一個人死的時候是怎樣、怎樣可怕的，怎樣如何的，人生是會有

生老病死，不斷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可怕的，人生也少不免。想一下這些問

題，那些「可厭法」。「作意」者，去想，「可厭」去想，想那些「可厭（的)

法」，這樣刺激你，令你不要胡思亂想。你掉舉會想一些不等使（無謂)的東西，想

些什麼？打麻雀怎樣贏錢？還有什麼？怎樣可以炒股票發財之類，你不要想這些，都

要想回這些「可厭」的東西，這樣你的心就再又冷靜。

「及彼無間心」，前一個剎那想「可厭」的東西，譬如想人死、屍體那些，第二

個剎那想回前剎那的東西，再想，後剎那、前一剎那想死屍，跟著後一剎那再想死

屍，再後一剎那就無間心，即是前一念的無間的心，想回前一念的心的作意，「是名

止相」，這樣就是「止相」了，就是停止的方式了。很多的，「止相」也不一定要這

樣的，你想別的東西也可以的。不過舉一個例而已。這樣「舉相」，用「舉相」來修

了。「若心沈沒或恐沈沒時，諸可欣法作意及彼心相作意，是名舉相。」「若心沈沒

時」，那個心好像硬是向下墜那樣的，恐怕我就快要睡著了，快要想「沈沒」的時候

了，你就想什麼？

想「可欣法」，想值得歡喜的東西，譬如想什麼？那個月光很美麗的，想月光，

例如那個佛像的佛很美麗的，就想佛的樣子，例如蓮花很好的，你就想蓮花的樣子，

又或者你想生極樂世界，你就想極樂世界如何美麗，那些「可欣法」，「欣」是歡

喜，值得你歡喜的，想那些那樣的，想，「作意」即是想，「彼心相作意」，想了之

後一路想下去，「心相」、那個「心相」就是 image，影子，將那個影子一路跟著

想，想到越想越高興那樣，「是名舉相」，這就叫做「舉相」了。「舉相」的方式，

就修了。

己三，答捨相了。「若於一向止道，或於一向觀道，或於雙運轉道，二隨煩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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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污時，諸無功用作意，及心任運轉中所有作意，是名捨相。」怎樣呢？「若於一向

止道」，「一向」即只是，當你只是修止不修觀的時候，譬如你現在修一個鐘頭，一

小時我都不修觀的，只是修止的，「一向止」，不是一世都「一向」，「一向」者，

即是這段時間只是修止，「或一向觀道」，即是這段時間我只是修觀的，「或於雙運

轉道」，或者止觀雙運修的。

這樣，當你這樣修，「二隨煩惱」，「二」即是惛沉與掉舉，這兩種都是次一等

的煩惱來的，叫做「隨煩惱」，即是次級、次等的煩惱，不是很厲害，但是都是煩

惱，「隨煩惱」。被兩種，被惛沉與掉舉的兩種煩惱，本來心是乾乾淨淨的，被它染

污了的時候，「諸無功用作意」，那你就怎樣？「無功用」，不加功，順其自然，看

看它怎樣？「及心任運轉中所有作意」，那個心「任運」就是自然，由它自然，看著

它，看它怎樣，如果它不太過就由它一路順下去。太過的時候就拉正它，「是名捨

相」，這就叫做「捨相」。順其自然去修，這個很淺的，是嗎？即是不要死做一樣，

三種東西除而運用，活用。

聽眾：活學活用。

羅公：丁十二，知法知義。「法」者，經論裏面的那些文字，那些文字句語，「義」

者，那些文字句語所講的那些道理。修止觀的人，不是只是修的。

現在很多人，我知道，尤其是多倫多，那些人都不讀經的。整日就說修了，那些

叫做不知法，不知義，怎樣修？修一萬世都不行的！修止觀一定要知法又要知義的，

裏面分兩段，第一就說明知法、知義，怎樣叫做知法、知義，然後戊二就是什麼？除

遣諸相。當你又知法又知義的時候，你將這些「法」、這些「義」在定中修止觀，就

有什麼？有各種相出現的。某一種相出現你怎樣除它，除遣諸相，「遣」就是排除，

排除那些在定中出現的相狀，現在這個是全文裡這個是最緊要的，即是除了上面教

你：「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那一段之外，這段是最緊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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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一，先說明知法知義，知法知義又分兩大段，己一、己二，己一是約所知明知

法知義。我們一知法又知義，有個「知」字，一講到「知」字就有兩方面，一方面是

被給我們知道的東西，一個是能夠知道東西的智慧，是嗎？這樣，約所知，即是我們

所了解的那些東西，就那些東西來到說明知法知義。然後己二就是明能知的智。說明

那些能夠知法又能夠知義的那種智慧是怎樣的。知智。我現在就己一，約所知就明知

法知義。

裡面又分兩段，一問一答。你看他問，庚一、問，「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彌勒

菩薩又對佛這樣問：「世尊！」叫一聲他，「世尊（啊)！修奢摩他、毘 舍那諸菩鉢

薩眾，知法知義。云何知法？云何知義呢？」世尊啊！一個修止與修觀的菩薩，他應

該要了解那些經論裏面的字句，「法」，「義」，與那些字句裏面所講的道理，你說

要這樣的。「云何知法？」呢？怎樣去了解那些文字的語句呢？怎樣去了解那些

「法」呢？「云何知義」呢？我又怎樣去了解經論中裡面所講的道理呢？

聽眾：90年 4月 1日。

羅公：這一門就講什麼？想修禪定的人一定要「知法」與「知義」，因為「知法知

義」就不會走入迷途，不「知法」，不「知義」就一定變成十人十錯路的！一

定不止九錯路。什麼叫做「法」？什麼叫做「義」？「法」就是指那些經論的

文字，文句，文字、句語，「義」就是指那些經論文字句語裏面的那些道理，

修觀的人要「知法知義」。這樣講。

這樣就分兩段：戊一就說明「知法知義」，怎樣叫做「知法」？怎樣叫做「知

義」？怎樣去「知法」？戊二，辨除遣諸障。那個「辨」字當說明解。說明如何修止

觀的時候，即是我們修禪定的時候，就有很多障礙的，怎樣排除那些障礙？現在戊

一，明知法知義。這裡又分兩段，己一，己二。己一，約所知，明知法知義。「約」

即是就，就我們所應知的東西的道理，所應知的東西，即是就我們所知道的境界，來

說明哪些叫做「法」，哪些叫做「義」，然後己二就明能知的智，己二就是說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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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法知義」，一定要有我們的智慧才能夠知道的，我們的智慧到底是怎樣的？就說

明不夠。現在就己一了，約所知來到說明這個「知法知義」。裏面一問一答，庚一

問，庚二答。

庚一就彌勒菩薩問佛；然後庚二就佛答彌勒菩薩的。「慈氏菩薩復白佛言」，於

是這個彌勒菩薩，「復」即是又，又對佛這樣說，他怎樣說呢？「世尊！」叫一聲，

「世尊（啊)！修奢摩他、毘 舍那諸菩薩眾，知法知義」。一句。他說，一個修鉢

止，「奢摩他」是止，「毘缽舍那」就是觀，一個修止觀的人，那些諸菩薩，那些學

大乘佛法的人叫做「菩薩」，何解他要加一個「眾」字呢？因為梵文，梵文就好像英

文、法文、德文一樣，每一個名詞都有數的，有 number的，它原來梵文這裡它是

plural number，所以玄奘法師他要加一個「眾」字，如果 singular number就不加

個「眾」字了。那些「諸菩薩眾」，這些菩薩是應該要「知法」，又應該要「知義」

的。

好了，既然他們應該要知了，就「云何知法」？怎樣才叫做了解法呢？怎樣去知

道那些法呢？「云何知義」呢？怎樣去知道那些義理呢？這個「云何」兩個字的用

法，佛經裏面有時就等於英文的那個 what字，有時就等於英文的 how字，有時就

what字與 how字兩個都合併的，這個「云何」，這個「云何」包含英文的 what與

how字，怎樣？什麼叫做「知法」？怎樣叫做「知法」？「云何」之意也是包含兩

個意義的。好了，現在庚一了，不是！現在庚二了，佛答了，佛答裏面，下面這一

段，這一段在全本經裏面是屬最緊要那一類，這一段。你看看，答，申一、申二分兩

段。申一就明知法，說明怎樣「知法」，然後申二就釋知，說明怎樣「知義」。

現在申一說明「知法」，「知法」很容易解，了解文字而已，「知義」就複雜

了，明知法分四段，壬一到壬四。壬一，標章舉數，你看佛經看到那些注釋佛經的人

說，那一段是標章舉數，什麼叫做「標章舉數」呢？那個「章」是指那個，即是英文

的 subject，「章」，英文的 subject，舉出這一段主要的主題；舉數，那個主題裏

10



面包含多少種東西？數目，這樣叫做「標章舉數」。如果那些只是讀英文出身的，不

是很懂中文的，標章舉數？什麼叫做「標章」？什麼叫做「舉數」？不明白的。

尤其那是人初學白話文的，都不識文言，識文言都不明白的，因為他不看慣佛

經，沒有這種這樣的，你看那些中國古文就沒有什麼「標章舉數」那些字的。是嗎？

「章」者，指主題，「標」就是舉，舉，舉出主題出來，舉，同時把那個主題裏面所

包含多少東西，他就排列出來。標章舉數，「標」字與「舉」字都是一樣的解法，不

過現在就用兩個字來到比較美麗一些那樣解，標章舉數。下面，「善男子！彼諸菩

薩，由十（五)種相了知於法」。又……

聽眾：「五種相」。

羅公：什麼？

聽眾：「五種相」。

羅公：「五種」嗎？「五種相了知於法」，不是了知於義，這個「法」字。

聽眾：改嗎？

羅公：「義」就十種相的。從五方面去了解那些經論的文字、文句。

菩薩上面有加了一個「諸」字就因為它是 plural number，所以就加一個「諸」

字，在頭處加一個「諸」字又得，在菩薩下面加一個「眾」字又得，都是表示 plural

number的。舉數列明了，依著他所舉的數目，列出他的名出來，將它的名稱舉出

來。壬二，依數列明。「一者、知名」，了解那個名，名，這個「名」字，這個

「名」字即是等於英文那個 word字了，word。要識解，「知名」。「二者、知

句」；即是 sentences，由積名而成句，經論裡面每一句的意義要懂，「三者、知

文」；「文」就是那些字母，字母，組織成那些words 不是很多 a b c d，a i u e那

些字母？「文」，字母。「四者、知別」；每一個，「知別」者，即是每一段，每一

個小節叫做「別」，我們讀一段經論的時候，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個各別、各別要

了解，叫做「知別」；「（五者、)知總」是什麼？整段合起來，總合的意義到底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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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知總」；「知別」就很容易的，是嗎？

每一句怎樣解，「知別」就很容易，成段合起來是講什麼你就很難明白了。譬如

你們讀過《金剛經》那樣，句句你可能識解，整本《金剛經》是講什麼的？「知

總」，很多人，那些講《金剛經》的人講不出的！你讀了《金剛經》，現在這樣，我

現在問了，請問你了，整本《金剛經》，這本東西講什麼的？你用幾句簡單說話講，

到底這本經講什麼的？你有時擘大個口，不知講什麼。講什麼的？講經的人都是猜測

而已！

你看我那本就講給你聽了，題旨，以何為宗旨？這本經，這個宗旨，我已經解答

了，你看我那本，這本經是什麼？全本經解答了二十七個疑問的，因為它是解答二十

七個疑問，所以寫這本《金剛經》以解決別人的疑難為宗旨，就這麼多，就是這麼多

句。總嘛！《金剛經》，是嗎？譬如你講《法華經》那樣，《法華經》以什麼？全本

經講什麼？這麼厚，這本經是講什麼的？裏面是講了很多很美麗的文字，那本經是講

什麼的？《法華經》就容易，「開權顯實」四個字而已，是嗎？總合了知。

好了，就這樣講了。壬三了，次第別釋了，依次解釋，怎樣叫做「知名」？怎樣

叫做「知句」？怎樣叫做「知文」？怎樣叫做「知別」？怎樣叫做「知總」？下面你

看經文，「云何知（為)名」？怎樣叫做「知名」？我們如何去「知名」？答了：

「謂於一切染淨法中，所立自性想假施設。」這一句，你們不慣看佛經的就難解一

些，所謂「名」，什麼叫做「名」呢？「謂」即是就是，「於一切染淨法中」，世界

上很多東西，「法」即是東西，東西，世界上的東西有些是染污性的，怎樣叫做染

污？

引我們走入迷途的，引我們走入迷途，不能夠令我們解決人生問題的，就叫做

「染污性」，清淨的能夠令我們證涅槃的，又令我們無罪的，淨，世界上的一切東西

不外就是染污與清淨，這樣，染污與清淨的東西之中，我們要用名稱來代表它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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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自性，「自性」者，即是名稱所得到的就叫做「自性」，能夠代表那個「自性」

的就叫做名，叫做名，例如涅槃，涅槃就是清淨的，是清淨的法，涅槃，這個不過是

一個名而已，是嗎？涅槃、涅槃，就不是能夠等於證到涅槃的，這個涅槃不過就是所

證到的涅槃的那個名而已，如果我們說，如果我們說那個名就即是證得涅槃了，那麼

我們講一聲涅槃、涅槃，我們就證得涅槃了，是嗎？

所以名只是名，事實還事實。染淨法之中，我們用我們的智慧去看那些事情裡

面，我們就知道很多的本身了，這個「自性」這裡不是當本質解，是事實的本身，例

如「涅槃」這個字是名，所證到的涅槃就是自性，涅槃的自性了。這樣就用清淨法來

舉一個例了，是嗎？我們再用染污的東西來舉一個例，染污的是什麼？譬如你說染污

是有罪惡的，是嗎？殺生這一回事，殺生這一件事實的本身，就是殺生的自性了，現

在用我們「殺生」這個字來表示這個名稱，就是那件事實的名稱了，是嗎？

所謂「名」就是要來表示事實的，所謂「名」就是要來怎樣？表示那個自性的，

要靠什麼得來的？如果那些低級的動物，譬如那些沙士蟲，那些沙蟲那些東西，它就

沒有「名」的，是嗎？它只有刺激，只有反應而已，不會有概念的，我們想有「名」

就一定要先有概念然後才有名，所以我們人類了不起就在了不起那裡？人類曉得有

「名」，人類曉得有「名」，有「名」我們就可以發明出很多東西，有「名」，這個

「名」是怎樣得來的？

「五蘊」，《心經》說「五 皆空」的「五蘊」，「五蘊」者，「色蘊、受蘊、藴

想蘊、行蘊、識蘊」，「想」，「想」是什麼？記不記得？什麼叫做「想」？什麼叫

做想？想的定義是什麼？記不記得？陳芷君記不記得？什麼叫做「想」？取像，怎樣

取像？當我們見到一種東西的時候，我們就把它的樣貌，那個像，「像」者，就是那

個相貌，把那個形狀，那個形狀抽了進我們的心裏面，我們的心裏面就起了一個影

子，這個把那種作用，這種力量把那種形象抽進來的那種力量，那種作用，就叫做

「想」，叫做「取像」，取它的形象進來，「取像」，人類，高級的動物就有取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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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是嗎？不止人有，很多高級的，猴子也有的，馬騮（猴子)也有取像作用

的，有時狗都有的，那些聰明的狗都有的，那些蠢的狗就不大有，那些聰明的狗都有

的，他知道誰是主人，誰不是主人，如果牠不識取像，牠怎樣知道誰是牠的主人？取

像者，這個是主人，把主人的像取進來，把那些不是主人的撇了去，狗都有取像作用

的，貓就差一些了，好的貓都可以的，是嗎？

老鼠都有取像作用的，你試一試，見到貓牠就知道，咦！那隻東西厲害的！是

嗎？牠見到同類，見到老鼠牠吱、吱、吱會走到一堆的，牠都是有取像作用的。是

嗎？牠都有「想」的，不要以為你才有「想」，老鼠也有「想」。不過那些沙蟲，那

些污糟水裏面漚出來的蠕動的沙蟲，可能它都有的，不過我們不知道而已，可能都要

有的。不過有都很微，縱使有都很微，這樣人類就了不起在「想」得很清楚，因為

「想」清楚，然後就有語言，有 language，如果沒有「想」就不可能有語言。簡單

的想，老鼠都有「想」，但是老鼠的「想」很矇昧的，只是知道這裏有得吃，那裏沒

有得食，哪裏有貓咬，哪裏不會有貓咬牠。只是這麼簡單。

人類就不是的，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惡的我們知道。老鼠就不知道的，是嗎？沙

蟲就更加不知了。人類知道什麼叫做美，什麼叫做醜，是嗎？人類知道很多東西的。

還有整套科學，整套科學怎樣？科學就是那些取像厲害而已。科學。這樣，什麼的事

實的形像，哪些是染污的，哪些是清淨的，完全是靠我們怎樣？「想」，取像作用，

一取了像之後我們就會安些名稱了，譬如我說，這個叫做陳彥初，何解？一定是什

麼？先取她的像，然後，譬如她父親替她改名的時候，抱住這個蘇蝦仔（嬰兒)，這

是我的第幾個女兒，我現在改她名字叫做陳彥初。取像，要靠取像，你想一想。謝

謝！謝謝！

聽眾：不用！不用！

羅公：「想」完全是用什麼？人類是靠那些「想」來到假定它叫做什麼名，「施設」

即是說，用想來說出這個「名」來的，明不明白？何解要用「想」假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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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就施設，為什麼是假的？假的，什麼？

聽眾：他說你講佛。

羅公：何解要假的？凡是施設的東西都是假的，施設的東西都是假的。

查一查英文字典，查一個這樣的字，就是什麼？上鐘鏈，是嗎？wind，是嗎？

但又可以讀 wind，一陣風，是不是 wind就一定是風？wind就一定是風的？不是

的，假定而已，如果當名詞用就代表風，是嗎？假定而已。但是如果當動詞用，當動

詞用就代表什麼？轉了，完全是假定的，是嗎？你英文就叫做風，中文呢？不是叫做

wind 的，中文叫做風，是嗎？如果這個「風」字譯作英文就變了什麼？就變

phone，就變成 phone了，變成電話了，是嗎？不同的，完全是什麼？所謂約名與

事實，有「名」就一定有實，但不是事實，「名」與「實」都是什麼？約定俗成，約

定俗成。「名」與「實」的關係都是約定俗成。這個是儒家講的，荀子講的，「名」

與「實」不是一定的，是嗎？

譬如那個 phone字，英國人叫電話做 phone，是嗎？那個聲音叫做 phone，中

國人叫會郁的空氣叫做「風」，是嗎？又怎樣？封你、封你做爵士又叫做「封」，完

全是什麼？大家在社會上約定，這個字就代表某種東西，一約定了之後，那習俗就成

了，你一說「風」就不是這種就那種了，是嗎？不會改別的東西，約定俗成。這個是

荀子講的，約定俗成都是我們用「想」的力量來假定的，想假設即是假定，一切染淨

法中，我們所講的、所立的自性、事實，用我們「想」的力來假定它叫做什麼名，這

樣叫做「名」。

識不識解這句？胡麗麗明白嗎？這樣你最好回去找本英文字典查一查，回去查一

查這個 word，word 是什麼？是嗎？或者查一查文法的意思什麼叫做 part of

speech，詞匯，詞類是什麼？查一查「名」，累積那些「名」就成句了，「云何名

（為)句？」什麼叫做「句」呢？「謂即於彼名聚集中，能隨宣說諸染淨義，依持建

立。」一句。什麼叫做「句」呢？「謂」，「謂」即是就是，「於彼名聚集中」，那

15



些「名」整到一堆，即是什麼？幾個字串成一堆，譬如你說，這個「名」，是嗎？

「我」是一個名，「吃」也是一個名，「飯」也是一個名，三個名聚集到一起，聚集

一起就一定要怎樣？有一個是主詞，是嗎？一定有一個是動詞，是嗎？

一定有一個是賓詞之類，然後才行的，如果全部我、你、你、你，一味這樣就不

成意義了，「彼名聚集中，能隨宣說」，能夠那些「名」一聚集之後，能夠跟著說

出，「宣說」，「諸染淨義」說出屬於染污的意義與將清淨的意義說出來。譬如怎

樣？譬如說「我念佛」，三個「名」聚集，是嗎？三個「名」聚集就能夠說出什麼？

清淨的意義了，「念佛」嘛！是清淨的，能夠說出清淨義。又有「名聚集」又可說出

染污義的，譬如你說「我殺人」，染污義了，是嗎？「諸染淨義」。好了，這些「染

淨義」要靠什麼？

「依持建立」，要依據一句一句 sentences，依據那些句子然後才表示得到的，

每一個句子能夠載住、抓住它的意義，譬如你說這樣，「我念佛」這一句句子，這個

句子就是能夠，我想講給別人知「我念佛」了！要靠這個句子，依靠這個句子，然後

才講得出來，就叫做「依」了。「持」，「我念佛」這三個字，這一句話能夠保持

「我去念佛」那種意義的，不會說，「我去殺人」，不會保持那種意義，「持」。

「建立」，「建立」就是說出來，依靠它，依靠它保持這種意義，就說出來給別

人知，「建立」。這樣整句意義，「云何為句？謂即於彼名聚集中，能隨宣說諸染淨

義，依持建立。」這樣，我將它來翻譯做白話就怎麼講？什麼叫做「句子」呢？所謂

「句子」就是把若干的「名」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之後就能夠說得出那些染，能夠、

能夠說得出那些染污的事實與清淨的事實，說出來給別人知道的，這樣就叫做「句」

了。整句就是這樣了。何解這麼 （艱澀㪐㩿 )？他直譯梵文，直譯梵文，直譯梵文，

何不意譯？稍為可以直譯，當我們翻譯的時候，如果可以直譯的時候，直譯別人都

懂，你就應該要直譯，如果直譯不通的，你就要怎樣？就用意譯，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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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味靠意譯，就很危險的，很危險的事來的，講翻譯，那些古代的和尚就最

了不起的，講翻譯，因為他們研究了過千年，研究怎樣翻譯的。歸納起來，講到翻譯

就不出兩大派，自古以來。第一派就是主張直譯的，寧可他不懂，也要直譯，寧可他

不懂也要直譯，寧可他不懂的時候加些註解下去，都要直譯，因為直譯無危險，是

嗎？但是有些人就說，直譯不通的，要加註很麻煩，應該要用意譯，有兩派，一派就

是直譯派，一派就意譯派，其實我就說兩派都不對！何解？換句話就是說，一句話，

一段文字，應該直譯的時候你就直譯，直譯稍為難懂的，你就輕輕加一些譯者的註解

下去，應該直譯就直譯，如果直譯完全不通的，你就應該用意譯，用嚴謹的意譯。

即是說，應該用直譯就直譯，應該意譯你就意譯，不能偏直譯亦不能偏意譯。所

以兩派都不對的，應該要有第三派。福建人，這個嚴復（1854－1921)，嚴復他有一

句話，有一句詩，嚴復的詩，最有名的這句詩，「譯事」，翻譯的事業有三個難題，

第一個難題是「信」，如何老實，別人怎樣講你就照怎樣講，不要加添，不要減少，

「信」；但是有時「信」得來不通的，是嗎？

第二又要「通」，那篇東西你完全將西方人的文法搬過來給中國人就不通的，一

味信不行的，就要「達」要轉過來合中國文化，第三就要「雅」，很粗俗的，別人看

起上來就作嘔，就要怎樣？那個「雅」字者，即是要修飾得相當美麗的文字。現在就

不通的了，怎樣叫做「雅」？是嗎？那個「雅」字即是古典化，即是 classical，現在

不通了！現在要白話文了，你還要整成好似四書五經的文字嗎？不行了。那個「雅」

字應該是怎樣？這個「雅」字的解釋是什麼？適當的美麗，文字上的美麗，是嗎？講

得出來不美麗，很粗俗的人家就不讀了！不要緊，由得它。偶然我講起翻譯，這句應

該要記得，「譯事三難，信、達、雅」。「云何為文？」什麼叫做「文」呢？這個字

母，「謂即彼二所依止（的)字」。這個「字」就是 letter，字母了。

「彼二」，「彼二」指什麼？「彼」就是那些，「二」就是那兩種東西，哪兩

種？「名」與「句」，所謂「名」與「句」所依據的字母，是嗎？「云何於彼各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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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什麼叫做「了知之別」呢？「謂由各別所緣作意。」對於每一個字，每一句話

各別去了解，「緣」就是去了解，「作意」就是那個心的活動去了解。「云何於彼總

合了知？」怎樣叫做知道那些經論裏面的每一段每一章的總合的意義呢？「謂由總合

所緣作意。」即是我們要，由於怎樣？

我們能夠把整段經裏面的很多句的意義總合一起去了解，「作意」即是了解。這

一段，我們讀過這一段之後，我們聽見有些無知的人講，不用看經的，我們這樣坐就

可以了。都是懵的！這種人一定死的！是嗎？那個張博智就是這樣了！有些人是這

樣。釋已總結。解釋了「知名、知句、知文、知別、知總」之後，來一個總結了，

「如是一切總略為一，名為知法」。一句。「如是」即是這樣，這樣好像上文那樣，

又「知名」、又「知句」、又「知文」、又「知別」又、「知總」，總合為一種，我

們就叫做「知法」了。

「如是名為菩薩知法」。「如是」即是這樣，一個人能夠這樣做，那個菩薩能夠

這樣做，我們就說他「知法」了。所以只有兩條路，一條就是狂妄，狂妄變了狂禪，

第二條就是什麼？迷信，迷信。好了，辛二、「知法」很容易解，「知義」你要留

意，「知義」很長的。辛二，解釋「知義」了。「義」即是義理，即是知道經論裏面

所講的 philosophy，就是義理。四，分四段，壬一，約十義以明知義。他把義理分

做十種，「約」即是依照，依照分做十種來說明，怎樣叫做「知義」。

壬二，約五義以釋知義。依據五，有些人就將那些義理分作五種的，他現在依據

五種義理來到解釋「知義」。壬三，約四義以明知義。有些人將這些義理分成四類

的，他現在就四類的分類法來說明這個「知義」。壬四，約三義以釋知義。有些人將

義理分為三類的，他就依照三類來解釋「知義」。現在就先解釋約十義以明知義了。

壬一，約十義以明知義。分四段，這段很重要的，約十義以明知義。

癸一，就標章舉數；癸二，依數列明；癸三，次第別釋；癸四，總結十義。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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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章舉數。「善男子！彼諸菩薩，由十種相了知於義」，他說，「善男子

（啊)！彼諸菩薩」，那些修止觀的菩薩，應該要怎樣？「由十種相」，從十方面去

了解義理。癸二，依數列明；「十」就是數，依著十個數列舉出那十種義理的名稱

了。依數列明。「一者、知盡所有性；二者、知如所有性；三者、知能取義；四者、

知所取義；五者、知建立義；六者、知受用義；七者、知顛倒義；八者、知無倒義；

九者、知雜染義；十者、知清淨義。」

其實你了解這十義就整個佛法你都差不多了解了。第一種，第一方面，「知盡所

有性」，「盡所有性」廣義來講，世界上，宇宙萬有裏面，各種事事物物的種種類

類，種類的盡其所有不過如此，就是這麼多了。例如，我佛家裏面把世界上一切的事

物分做什麼？分為有為法與無為法兩種，這兩種東西盡其所有都在這裡了，是嗎？

就是「盡所有性」，將現象界，將有為法分做五類，叫做什麼？「色、受、想、

行、識」五蘊，這「五蘊」將有為法分類的，「有為法」三個字等於現在的人所謂的

「現象界」，「無為法」這三個字等於現代的人所謂的「本體」、「本體」、宇宙本

體，這樣，將現象界分做五類。所謂五類，「色、受、想、行、識」五種東西，這五

種東西把整個現象界都包括了，盡其所有都包括了，「盡所有性」。例如我們研究學

問的，很多人在大學，或者去讀書，將它來分類，所有學問將來分類是怎樣？

有些人將所有學問分為不出三類，第一類是什麼？一類就是自然科學，是嗎？社

會現象的就叫做社會科學，總合整個宇宙的義理來研究的，就叫做什麼？一類藝術

的，叫做文藝，所以學問不出四種東西，盡其所有不出四類，就叫做「盡所有性」，

是嗎？狹義就指什麼？指現象界，廣義就連本體都包括在內的，狹義就只是指現象

界，這樣就了解，即是說談何容易？這樣即是學修禪定的人對於現象界的情況要了

解，如果這樣，豈不是你想修禪定的人連醫生都要會做，何解？各樣東西你都要了

解，這樣即是醫生你都要做了，會醫人，還要會起屋（蓋房)，還要會做工程師，還

要會雕刻，什麼你都識，是不是這樣？不是這樣解的。

19



人不能這樣的，了解整個各部門學問的狀況，大略如此，要知道概況，概況而

已，就是只有一個概況，什麼都即是屎 關刀，文不行，武不行，豈不是周身刀沒有氹

一把利？又不是這樣解，所有世界上一切學問我都要知道概況，而你自己本身要有一

味專長，一定是要這樣的，例如你自己本身是研究土木工程的，但是你不要以為我一

定要土木工程，死〔陷〕了進去，我們還有很多東西都要懂、了解，是！你說，我只

是做工程師就夠了，那就不用講，如果你真是想修禪定，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你除了了解你的那個土木工程之外，你連到藝術的道理你都要懂，連基督教是

講什麼你都要懂，是嗎？你不懂你怎樣知道？你怎樣知道你是對的？你不了解別人即

是不了解自己，是嗎？

你一味說人家不對，別人如何不對？你說你自己對，你又如何對法？對與不對要

比較的，你不知道別人就沒有得比較，這樣不就等於關起門來做皇帝？是嗎？所以除

了自己那門的學問之外還要懂，自己那門要懂，又要深切就不用講了，別的東西你如

何懂？別的東西不用全部懂的，不用懂就怎樣懂？了解那些專家的報告就可以了，我

只是做土木工程的，我就不了解基督教講什麼的，不用去了解，你說，我走去聖堂處

聽一下，聽一下就無妨，是嗎？聽一下亦好。但是你去聽得幾多次？聽一次他就選一

段聖經來講給你聽？整套《大英百科全書》嘛！

你在《大英百科全書》裏面找，什麼叫做宗教？把宗教那一段拿出來讀了它。宗

教裏面，它說有些叫做佛教，有些叫做基督教，有些叫做天主教，有些叫做回教，如

此這般「教」這麼多，你逐段揭出來看，看完你就知道什麼叫做宗教了，是嗎？你曉

得利用《百科全書》就可以了！世界上的百科全書，幾年人家就修改一次的。是嗎？

這部《大英百科全書》是知識的寶庫，所以我們第一，我們就順便講一下題外話了，

如果你們老了就沒得講了，那條路近就沒得講了，如果你們，我不是說你們那條路

近，如果你認為那條路近就沒得講，如果都不是近的，現在 90歲很平常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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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十六歲都還這樣好氣魄，是嗎？很容易保養得好就九十歲的，所以七十多

歲、八十歲仍然是中年而已！你不用害怕的！不用害怕的！我現在覺得是中年而已！

我還覺得是少年、中年之間而已！怕什麼？心情覺得我老了！那你就弊了！你一說我

老了，衰了，你就弊了，你以後就沉了，我不怕的！我現在少年，少年稍過一些，現

在要步入中年，要這樣，你不要笑我，你的氣魄未必有我那麼好，是嗎？

這樣，你就要，我從前，我講一句，日本人有一班人，有一批日本人，那些國會

議員，走來香港參觀，他們回去了，那些人請他吃了東西，他都不多謝，即是不值，

香港那班紳士請那些人吃了很高級的東西，又鮑翅、又鮑片請他們吃，請了都不值，

那些日本人吃完之後回到東京，那些記者訪問他，去旅行怎樣？你猜他怎樣講？刻

薄、很刻薄，但是這句話應該對香港人很有益，他就是講得刻薄些，或者他很慈悲都

說不定，故意這樣，有時講刻薄的話會很慈悲的。是嗎？他怎樣說呢？他說，香港就

真是繁榮了，高樓大廈建到我們日本一般來講都不如它，而且那些人財富積聚得很

好。我們日本人，講到那些有錢的人積聚財富，與我們日本人都差不多。但是香港人

在文化上有個缺點，就是怎樣呢？

將香港人與我們日本人比較，我們日本人，一個稍為有中產的，稍為是一個中產

家庭，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家裏面一定有一個圖書室，小型的圖書室，我們日本

人就是這樣，一個中產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家裏都有一個小型的圖書室的。但是

奇怪，香港的高樓大廈，很靚的房屋，裏面陳設得非常之華貴，那些主人又有很多

錢，有很多那些主人都是大學畢業，又是留學生，奇怪的就是在他們裡面沒有一家有

圖書室的！請我們去參觀那些地方，沒有一家，他的府上有圖書室的，這一點比起我

們日本就真是比不上了！是的！這件事！你可以說他是刻薄，但也可以說是慈悲，香

港人被人這樣講應該很深省，但是香港人麻木，何解？只顧賺錢，別人講這幾句話打

動不了他。所以我們學佛也是一定要怎樣？這些人最好就修小乘，修小乘。或者說我

這一世都是快走了，我要念佛走去極樂世界再學，要不就這樣，否則你就要了解，了

解什麼？了解「盡所有性」，盡其所有，盡其所有很簡單的，你自己專門做這件事，

你自己就要是專家，如果你別的東西不識，你就看專家的報告，專家的報告怎樣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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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看到，是嗎？

你想知道物理學是怎樣的，你就走去買一本，你不識中文，不識英文就識中文，

找一本《大眾物理學》，找一本讀一讀，是嗎？如果識英文的，你就《大英百科全

書》，現在如果你，現在還有好東西就是什麼？《大英百科全書》將它的版權賣了給

中國，賣了給中國，即是翻譯權，翻譯《大英百科全書》的權賣了給大陸，大陸就發

動五百位專家來翻譯《大英百科全書》，翻譯就將它搗亂來編排就簡單化，就加兩個

字叫做《簡明大英百科全書》，20冊，都 20冊，這麼厚的。

聽眾：很貴？

羅公：八千元！香港賣八千元港元！我都去看過，我都捨不得買。台灣就即刻將它，

台灣這件事了不起！台灣就全靠，可能被日本統治了那麼多年，有些日本氣都

說不定，而且中國大陸的那些知識份子去得多，去台灣的都是精英來的！你以

為是傻仔來的嗎？傻仔不會去得到台灣的，這班人還帶很多錢去。台灣即刻將

大陸那一套，大陸那套是簡體字的，即刻將它轉去繁體字，全部沒變，只是將

馬克思那些就刪了去，簡體字變了繁體字，20冊，2300元！香港幣。我就好

心，本來我就買了拿來了，能仁書院研究所就請我去講課，我就介紹他們去

買，原來大陸那套就只來了五、六套而已，那些學生，很聰明的，有幾個很聰

明的，而且是比丘尼來的，而且是師姑來的，現在那些師姑比那些和尚聰明

的！

你看專家的報告，專家的報告有很多什麼概論等等，你就知道了，你就變成知道

「盡所有性」，那些法師，好像太虛法師門下的就個個都能夠了解的，對於科學、哲

學，什麼都是了解的，不是好像其他那些。知「如所有性」，如所、「盡所有性」，

各別事物的種類，「如所有性」是各類事物的本質與性能，這樣與「盡所有性」比

較，「盡所有性」就指量的，quantity方面的，「如所有性」就指質的，quality方

面的，凡一種事物都有量有質的，質的方面。什麼呢？再分廣義、狹義。廣義，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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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的廣義有七種，狹義的只有一種，一會你就知了。知「如所有性」，如其所有之

性，這個是指「質」的方面。

你看一下「盡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這樣解法了。「（三者 )、知能取

義」，「四者、知所取義」；能取者，「取」就是了解，能夠了解東西的主體，「所

取義」，我們所了解的東西，這即是說「能取義」就是屬於什麼？subjective的，

「能取義」，「所取義」是什麼？objective的。「(五者)、知建立義」；「建立」

者指這個世界，這個「建立」就當什麼？「建立」兩個字就當承托起，我們這個世

界，我們現在叫做什麼？

自然界，或者叫做什麼？地球，承托起我們的這個世界。一會他逐樣講給你聽

的，「六者、知受用義」；「受用」即是享受，「受」即是享受、感受，「用」者，

我們享用。「七者、知顛倒義」；第七，我們要了解，什麼是屬於「顛倒」的，就是

邪的，不正的。「八者、知無倒義」；「無倒」即是無顛倒，不顛倒的東西。「九

者、知雜染義」；雜染即是有漏的，有煩惱的。「十者、知清淨義。」知無漏的，無

煩惱的。我們了解這八種東西，這十種東西，就叫做「知義」。

如果這樣，學大乘的人就不是容易，是嗎？不是容易。什麼叫做「如所有性」？

癸三，次第別釋。次第別釋，義有十種，就分十段了，分十。子一、釋「盡所有

性」，子二、釋「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子三、就釋能取義。子四、就釋所取

義。子五、就釋建立義。子六、就釋受用義。子七、就釋顛倒義。子八、就釋無倒

義。子九、就釋雜染義。子十、釋清淨義。逐樣釋了。

好了，「盡所有性」了，什麼叫做「盡所有性」？如何去了解「盡所有性」？分

兩段，丑一，正釋，正式解釋什麼叫做「盡所有性」，即是舉一種分類法給你聽，然

後丑二是指事類釋，即是指出很多其他的分類都有的，同類的，指事類釋，「指事」

即是等於舉例，舉例來到解釋其他的。類推的，「類釋」即是類推的解釋，舉例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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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個類推的解釋，就叫做「指事類釋」。正釋了，解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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