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丑一了，正釋了，解釋什麼叫做「盡所有性」了。「善男子！盡所有性者，

謂諸雜染清淨法中，所有一切品別邊際，是名此中盡所有性。」他這裡，正釋就是舉

出了他的 definition了，什麼叫做「盡所有性」了。他說：「善男子(啊)！盡所有性

者」，什麼叫做「盡所有性」呢？「謂諸雜染清淨法中」，即是說所有那些有漏的法

與無漏的法之中，裏面有很多種類的，「所有一切品別」，「品別」即是種類，「邊

際」，邊際即是 limit，所有各類都有它自己的界限的，界線的，這些這樣的分類，

一類一類有固定的界線的，「是名此中盡所有性」了。這就叫做我現在所講的「盡所

有性」了。他講「盡所有性」的定義了。這樣就舉例了，「此」即是舉例，舉例去類

推解釋。「如五數蘊、六數內處、六數外處，如是一切。」一句。你看它《解深密

經》，玄奘法師譯經很喜歡四字一句、四字一句的，如果你一了解它的意義，將他這

些四字一拍子，他文字很美麗的。

例如，把有為法分作五類，叫做「五蘊」，「蘊」只有五個數目而已，「五數

(的)蘊」，就是「盡所有性」了，「六數內處」，把我們人身裏面的一切感官與我們

的身體裏面作分類，就分作「六處」，「六處」是什麼？「眼根處」、「眼根處」，

視覺神經；「耳根處」、「鼻根處」、「舌根處」、「身根處」，這五個處，都是物

質的，還有一個「意根處」是精神的。把我們的人身的生命的內部分為六類，叫做

「內六處」。我們一講起「內六處」，就把我們的身體裏面的盡其所有完全講了，所

以就屬於「盡所有性」了。

「內處」即是內身的，眾生身內的，「六外處」，我們眾生身的外面的東西又有

六種，「六外處」，「六外處」就是什麼？「色」，顏色，「眼根」所對的顏色，

「色處」；「聲處」，「耳根」所對的「聲處」；「鼻根」所對的「香處」；那個

「香處」連臭的東西都包括了，廣義的香；「味處」，「舌根」所對的味道，「觸

處」，我們的「身根」所接觸的那個「觸處」。「意根」所對的「法處」；「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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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一切事物，我們的心什麼事物都可以了解的，「法處」，「法」即是事物，叫做

「六外處」。還有很多分類的，又十八界，又六界等等，有很多分類的。例如講

「識」，講這個「識」就有八個，是嗎？

講「心所」就有五十一個，這些都是盡所有性來的，他不講那麼多了，舉出三個

例，一個「五蘊」，一個「六內處」，一個「六外處」，「如是一切」，這樣一切一

切，即是英文的 and so on ，and so on，et cetera，and so on。諸如，俗語即是

什麼？諸如此類，如是等類。這樣就解了「盡所有性」了，你不要以為很容易，你一

到「如所有性」你就麻煩了，是嗎？子二，釋「如所有性」，這個「如所有性」你說

它是真如，這個真如是什麼？即不是廣義的，是比較狹義的，是嗎？真如。狹義的真

如中又有比較再廣義，再狹義的，你看看，講真如。你看，釋「如所有性」又分二，

留意一下這個「如所有性」，你整天說證真如，證真如？你證到烏邦邦的不行的，所

謂真如就是這七種真如。

丑一、略釋，丑二就廣釋七如，那個「如」是當真如那樣解的，他簡略稱做

「如」字，廣釋七種真如，「廣」即是詳細，詳細解釋七種真如，現在略釋了，「略

釋」只是舉它的 definition，舉它的解說、定義出來。「如所有性者，謂即一切染淨

法中，所有真如，是名此中如所有性。」所謂「如所有性」，「謂即」即是「就

是」，就是「一切染淨法中」，一切雜染與清淨的事物中，所有的真實事理，「真

如」者，真實道理，真理，真實道理。這個「真如」二個字是廣義真如，真實道理有

七種，「是名此中如所有性」。這就是我所講的這裡，「此中」即這裡的「如所有

性」了。

現在「如所有性」就即是七種真如了，七種真如，如果將它分做七種就是廣義

的，又廣義的，其實廣義的七種真如之中，只有第二種然後才是真正的真如，其餘那

六種都是假名的「真如」，即是「真如」可以有三個意義的，不是！兩個意義的。一

個就是廣義的，即是「七真如」，一個是狹義的，真正的，七真如之中的一個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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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又可以說，所謂「如所有性」有三個、三個意義的，第一就是指什麼？各類事

物的本質與性能，第一；第二是指什麼？指「七真如」，是嗎？第三就是最狹義的，

第二是半廣半狹的是指「七真如」，最狹義的就是什麼？「七真如」之中的第二個真

如，聽不聽得明白這裡？

你、你們要記得，《解深密經》很少人講的，在美洲你找不到人講的，你們聽了

之後要時時溫習《解深密經》，你就抓住這本《解深密經》做基本，你就不用找老師

了，你自己看佛經你就可以看懂了，你可以橫掃千軍，猶如入、猶如入八陣圖，你可

以縱橫破陣的，就是抓住這本《解深密經》，這麼多經就只有這部經才可以。所以人

人都說什麼經中之王，實在「經中之王」這四個字只有《解深密經》才有資格講。現

在那些人說《華嚴經》是經中之王，《華嚴經》怎可以做經中之王？好像講故事那

樣，你不信你今晚回去讀一下。有人說《楞嚴經》是經中之王，就更加不能做經中之

王，這本東西都不是翻譯過來的，大概是中國人自己作的，是嗎？怎會是經中之王

呢？

聽眾：《金剛經》可以嗎？

羅公：什麼？

聽眾：《金剛經》可以嗎？

羅公：什麼？

聽眾：《金剛經》！

聽眾：《金剛經》是不可以稱王，《金剛經》，不過何解那麼多人重視《金剛經》？

因為那個六祖，五祖傳給六祖的時候，六祖就不大識字的，你找其他的東西他搞

不定的！你找本《金剛經》吧！不識字的都聽得懂的，就解給他聽，這樣以後就那些

人就重視《金剛經》了。你如果是在西藏，那些人根本就不大重視《金剛經》的，在

西藏不識《金剛經》都可以做大喇嘛的，但你不識《現觀莊嚴論》反而你就不能做大

喇嘛。印度以前的人都不是很重視《金剛經》的，一是印度怎樣？重視什麼？《大品

般若經》，整本《大品般若經》，《金剛經》好，但是《金剛經》太簡單了，太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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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講來講去不出幾句話，它主要就是解答那二十七個問題，如果沒有這二十七個問

題，《金剛經》就根本沒有什麼大用了，還有，講來講去，講的方式不外是三個辯證

法的方式，佛說如何，即非如何，是名如何，什麼都是。即是江漢霖，佛說江漢霖，

即非江漢霖，是名江漢霖，什麼都如此類推，佛說地球即非地球，是名地球，是嗎？

打來打去就是三道板斧。凡是學佛，佛學的內容不出三種東西，佛法，境，

「境」者，object，我們所了解的對象叫做「境」，我們所了解的對象就一定要有

boundary，有一定的 limit的，叫做「境」，「境」即是境界。第二就是「行」，

「行」者，實行，實踐，了解了境界之後就要「行」的，實踐的，實踐，如果實踐都

沒有效果的，我們就太笨了，一定要有效果的，就是「果」。佛法不外是「境、行、

果」而已！《華嚴經》主要就是講「行」的，是嗎？對於「境」很少講得清楚的，

「果」有，都是少，「行」講得多。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這些通通都是「行」來

的，主要就是講「行」。其他很多經就是講「境」，講境界的，什麼《密嚴經》、

《法華經》這些都是講「境」的，「果」呢？那些《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佛地

經》，那些是講「果」，講「果」的，《佛地經》那些，都是講「果」的。但是《解

深密經》就是「境、行、果」都有講的，〈分別瑜伽品〉之前統統都是講「境」的，

講你所了解的，什麼叫做「三自性」？什麼叫做「三無性」？統統是「境」來的，現

在教你如何修止觀了！這些就是「行」了，最後那一品，〈如來成所作事品〉是你成

了佛之後會怎樣、怎樣，怎樣的，那些就是講「果」了。

「境、行、果」三者具備，把整個大乘佛法來一個縮影，不過這本經就難讀，那

些人，你知道，那些精仔避重就輕，志在講一講經來要名，這本經難講，他就不講，

找些容易講的，所以就講《金剛經》，《金剛經》你以為很容易講嗎？現在的人講

《金剛經》都講錯的！我有一個老師叫做陳寅恪(1890－1969)，他說他所看的那些

解《金剛經》，中國人解的沒有一本正確的！他講的太過(極端)些，有一、兩本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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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寅恪先生就講得太過(極端)些。簡就簡到極，比基督教更簡，你念阿彌陀佛

囉！是嗎？簡單過基督教，繁的比學醫生更繁，你就看你自己選擇了。是嗎？個個走

去簡啦！又不行，個個都走去簡的路，佛法就亡了！是嗎？佛法就亡了！你如何對得

起佛？你又說，我發大菩提心，發大菩提心要學大的，大的，不怕繁才叫做「大」，

大有幾多大？什麼叫做大？現在先就是什麼叫做「大」？大有幾種東西叫做「大」，

第一，境界大，無所不知，即是好像我剛才講的，無所不知，「盡所有性」、「如所

有性」都要了解，大嘛！

知一種就不叫做大，第一，「境界大」；第二，「時間大」，不是一世了結的，

三大阿僧祇劫，三大無量劫，怕就不要學大乘！時大；「發願大」，我發願要成佛

的，成了佛也不入涅槃的，乘願再來，永遠不入涅槃，這個、這個願力大；「果

大」，成佛的，不是做羅漢的，果大；「行大」，那些節目，六度萬行！不用寫的，

你一查就知道了，「大乘」兩個字，就什麼都知道了。哪個講的？開首是龍樹菩薩講

的，譬如你說唯識講的，唯識繁瑣，龍樹菩薩的不繁瑣了，是嗎？他講空的。這樣，

你一定要，你連龍樹菩薩都不聽，你如何去修大乘？是嗎？現在，廣釋七如了。詳細

解釋七種真如了，裡面分三點，寅一，又標章舉數了，寅二，次第解釋了，寅三，約

四平等屬當真如。「約」就是依據，四種平等，佛經裏面整日什麼什麼平等，平等，

一切眾生又說平等，一切法又說平等、平等，很多人滿口平等。最好你扯住他問一問

什麼叫做平等？你講一講給我聽。他講不出。

這樣，佛經裏面時時講有四種平等，怎樣四種平等呢？「屬當」兩個字是什麼？

分配，分配，attribute(歸屬於)，分配，分配那四種真如，啊！分配那七種真如處，

即是每一個「平等」都依據一、兩種真如來講的，現在寅一，標章舉數。「此復七

種」，「此」即是指真如，這個真如又分為七種，次第別釋了，寅二分七類，真如有

七種，這樣就分開七段了，卯一到卯七，是嗎？我漏了一個卯七，你加回去。卯一就

「流轉真如」；卯二就「相真如」；卯三就「了別真如」；卯四就「安立真如」；卯

五就「邪行真如」；卯六就「清淨真如」；卯七、加回去，「正行真如」。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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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否真正的「正」？

羅公：是！行為的「行」，正行與邪行相對的。

「流轉真如」了，原來真如都有「流轉真如」的，這樣顯然是假的，不是真的真

如了，這個「流轉」，這個廣義的真如就當真理那樣解，真實的道理那樣解，流轉，

什麼叫做「流轉」？這種現象叫做「流轉」，前因就產生後果，「果」又是「因」，

又產生第三個「果」，這個「果」又是「因」，這個「因」又產生第四個「果」，那

個「果」又是「因」，如是者一路「因」、「果」，「因」、「果」無窮。這種這樣

的現象，這種這樣的情況就叫做「流轉」。「流」即好像水那樣，「流」者連續，好

像那些水的河流那樣連續，一個 current那樣連續下去，「轉」者，不斷轉變的，就

叫做「流轉」。有些人將「流轉」兩個字就譯做什麼？「輪迴」，「流轉」與「輪

迴」都是同一個意義的，不過「輪迴」兩個字不好的，「流轉」就永無窮盡的，「輪

迴」即是回頭、回頭，世界上的東西哪裏有回頭的？沒有回頭的，是嗎？哪裏有回頭

的？好似回頭，但實在不是回頭，應該用「流轉」。「流轉真如」，何解「流轉」是

真如？

世界上，即是現象界的東西，都是有「因」然後才產生「果」的，世界上每一種

東西都是「果」來的，這樣「果」之前一定有「因」，「因」之前又有「因」，這個

「果」又做「因」變有「果」，「果」又有「果」，「果」又有「果」，世界上任何

東西都是這樣，「因」、「果」流轉的。這種因果流轉的道理就是真理來的，不是假

的，因果流轉是實事來的，是一種實的道理來的，真實的道理來的，所以叫做「流轉

真如」。即是因果流轉這種道理就叫做「流轉真如」。這個不是宇宙本體了，這個不

是真正的真如。

你看，我解本文了，「一者、流轉真如，謂一切行」，這個「行」字、這個

「行」字讀行(幸音)，名詞，指有為法，指現象界，「一切行」即是一切現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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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性」；沒有什麼東西說它是最先，沒有什麼東西說它是最後，先又有先，後又有

後的，無先後性，這種一切行都無先後性的情況就叫做「流轉真如」。同我下面加幾

個註在上面了：諸行流轉無始無終，此道理就名叫做「真如」，叫做「流轉真如」。

識解了嗎？卯二，就是解釋、「相真如」了，這個「相」者，這個「相」者指體相、

指實相，這個「相」指實相，「實相」即使宇宙的本體，即是指 reality。「二者、

相真如」，這個「相」不是當相狀解，當體相解，「謂一切法、補特伽羅無我性及法

無我性」；什麼叫做「實相真如」呢？

「實相真如」，第二本經就叫做「實相真如」的，「謂一切法」，一切事物，不

論它有為法、無為法，都是什麼？「補特伽羅無我」，「補特伽羅」即是眾生，沒有

一個眾生的「我」的，這個「補特伽羅」指眾生的靈魂，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靈魂

的，「補特伽羅無我」，「我」就是指靈魂，一切眾生都沒有那個眾生的靈魂的

「我」的，「無我性」。

這樣，一切眾生無我，這種何解叫做「實相」呢？原來是這樣，我們想證得真

如，就要怎樣？用我們的智慧去了解一切眾生都是沒有那個永恆主宰的「我」的，沒

有那個主人翁的，我們在靜坐的時候就修觀，一切眾生都是「五蘊和合」而已，「五

蘊」中每一「蘊」亦是由眾緣和合而生的，由眾緣和合而生某一「蘊」，由「五蘊和

合」而產生那個假東西，這個會活動的假生命體，這個生命體當「五蘊」和合的時候

就存在，「五蘊」散壞的時候就滅亡，並沒有一個主體的主人翁，並沒有所謂「靈

魂」，所謂「我」。這個「我」就是指那個主人、主宰、主人，沒有的。

我們修這種觀的時候就再不執著有那個「我」了，不要執著有個「我」就一切法

都無那個「我」的，無那個「我」的，是幻的。這樣修得多，你就會怎樣？突然那個

我的概念全部沉沒，就好像那個「我」不可得那樣，找那個「我」是找不到的。有了

這種狀況，那種就叫做什麼？「補特伽羅無我」這種觀所揭露出來的實性。這是人身

的實體、實性，所以叫做「補特伽羅無我性」。這個就是唯識宗的解法。第二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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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有些日本人是這樣解，那個「性」字當狀況，一切東西都沒有一個「補特伽羅」

那個「我」的，這種狀況就叫做真如了。

這樣解釋這種狀況，我們體驗到這種狀況，那種狀況就是真如了，這樣解釋亦可

以，但是沒有唯識宗解得那麼好。用「補特伽羅無我」的這種觀，用這種觀去撇除一

切我執，一切我執都沉沒的時候，當下所了解、所領略到的那種狀況，那種狀況就是

真如所顯現出來的，那個、那個就是真如實性了。不止補特、如果小乘的人就只是證

得「補特伽羅無我性」；如果大乘就不止「補特伽羅無我」，「補特伽羅」是眾生，

一切事物，死物都無我的，太陽亦無我；地球亦無我，整個太陽系無我，凡有所說的

東西都無我的，一切法都無有那個「我」的。

這樣，修這種觀，一切法都無有我，「無我」就即是空。一切法都空的、空的，

連「一切法空」這句話都是空的，當下所有的概念，所有的 concepts全部沉沒，全

部沉沒的時候，那時所顯露的就是那個真如，那時所顯露的狀況就是真如了。這個就

是宇宙本體了。大乘的人就兩種都了解的，「補特伽羅無我」及「法無我」，其實

「法無我」就包括了「補特伽羅無我」了，小乘的人就只是證得「補特伽羅無我」就

夠了，他就會成阿羅漢了，就不用證得法無我的，所以小乘的人，那些羅漢仍然有法

執的。法執無礙，無礙他得涅槃的，法執阻礙你得大菩提，就不會阻礙你得這個無餘

涅槃的。

「相真如」，那個「相」字你看我的註，相謂體相，意指實相，指這個真如實

相，這個就是真正真如了，「相真如」就是真正狹義的嚴格的真如了。要用什麼？一

切法都無那個「補特伽羅」的「我」的，這種智慧，這種觀的智慧，去揭露這個，將

這種智慧排除一切執著而揭露、顯露出那個真如實體來的，那個所顯露出來的真如實

體，就叫做「性」，叫做「無我」的「性」。「法無我」的觀所顯露出來的「法無我

性」，這種東西才是真正的真如，識不識解這個？這個最緊要了，什麼叫做真如？這

個就最緊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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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了別真如」。「了」就是明了，「別」就是辨別，能夠明了辨別東西

的，這是什麼？就是我們的「識」了，我們的「識」，「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這八個

「識」，「了別」者，即是那八個「識」，一說八個「識」就包括心所在內了。即是

我們的那些心與心所，亦即是我們唯識裏面的那個「識」，這樣照《解深密經》的講

法，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我們的「識」所變的，「唯有識」而已，這樣的。這樣，

「了別真如」就指什麼？一切事物都是由我們的「了別識」所變現出來的，這種道

理，即是這種唯識的道理，都是真理來的，就叫做「了別真如」。

即是唯識的道理，你看看：「三者、了別真如，謂一切法(行)唯是識性」；一切

事物都是空的，只有那個「識」變現出來的，那個本質是空的，只有「識」是不空，

即是站在世俗諦來講，「識」就是比較不空，這個「識」的體，有「體」的，「識

性」、「性」即是體，都是由這個「識體」顯現出來的，「一切法(行)唯是識性」；

即是唯識的道理又叫做真如。這樣，這個都是廣義的真如了。卯四、「安立真如」，

佛初時成佛的時候，就在鹿野苑裏面，就為那些第一批的那五個比丘說法，是嗎？為

他們說法的時候，當時都未有佛法的，哪有什麼好講的？有什麼好講？

於是就安立了很多名詞，安立了很多概念來到講。首先安立的就是什麼？這個世

界是苦的，這個世界是苦的，這是真實的道理來的，這叫做「苦諦」了，這個我們的

世界與我們的人生都是苦的，我們這個世界與我們的人生都是苦，這句話是真諦來

的，是真實道理來的，於是佛就安立出這個「苦諦」出來了；這個佛又繼續講了，我

們這個苦的世界以及這個苦的人生是怎樣來的呢？是由於有某種力量招集出來的，不

是憑空來的，哪種力量招集呢？兩種，一種就是什麼？

我們眾生每一個人都有煩惱，有貪、嗔、癡等的這些煩惱，因為有這些煩惱驅使

我們去作那些業，作那些有漏的業了，有漏的善業，或者不善業了，作了那些有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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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業，就得到人天的樂果了，作了有漏的惡業，就有地獄、餓鬼、畜生的苦果了，這

樣，這些煩惱與業兩種東西都能夠招集出苦的人生、苦的世界出來的，這個就叫做

「集諦」。這種招集苦的人生、苦的世界，這種道理是真真確確的，叫做「集諦」、

「集諦」。於是，本來沒有「集諦」這個字的，佛就安立「集諦」這個這樣的名言、

概念出來了。這樣佛又繼續講了，這個人生既然是苦了，世界既然是苦了，我們到底

想追求一個永恆的、不苦的人生，永恆的、不苦的世界，是否可能呢？有無這種世界

存在呢？

他的答案就說是有的，這個叫做「滅」，「滅諦」，「滅」者，苦的人生的

「果」滅，「苦」的、造成「苦」的煩惱，招集「苦」的煩惱與業都滅，即是「苦」

的「因」亦滅，「苦」的「果」亦滅，那種永恆的生命與世界，永恆的存在，就叫做

「滅」，「滅」者，不是毀滅那樣解，叫做「滅」，即眾苦皆滅叫做「滅」。這種眾

苦皆滅的狀況就叫做「涅槃」，這個涅槃是有的！「滅諦」。真的、實的、是有的，

叫做「滅諦」。這樣我們想證得「滅諦」，是不是砰一聲就跳過去呢？他說不是的，

我們要修道的。修什麼？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修「八正道」，「四念住」、「四

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修行這些修

道的節目，修道的節目實踐都圓滿了，我們就可以證到「滅諦」了。

這些修養的、修行的時候的節目與修行的方法，以及我們修行的實踐，就叫做

「道諦」，「道」即是路也，這條道通到涅槃的。於是，本來沒有這個「道諦」的名

稱，佛就安立出這些名稱出來。於是佛一出世為眾生說法，就安立出「苦諦」、「集

諦」、「滅諦」、「道諦」這種道理，就安出來的，安立，這樣即是「四諦」都是安

立的，這裏的所謂「安立真如」是指什麼？是指「苦諦」，「集諦」、「滅諦」、

「道諦」都是搬到別處的，何解？無他，「四諦」第一個是「苦諦」，第一個「苦

諦」已經用了安立的名了，其他的就另外改個名，是嗎？

即是這個、這個，你父親有三個兒子，你的兒子，他的父親改兒子的名字叫做

「阿蝦」的，這樣第一個兒子叫做「阿蝦」了，第二個兒子怎樣？「二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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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囉！是嗎？這樣，真正是佔有那個「蝦」字的就是第一個，其餘那些都要加些東

西進去記別，或者不叫「蝦」，叫做「魚」，其實叫做某「蝦」，某某「蝦」，即是

「四諦」都是安立，一個「苦諦」就先講，用了安立的名，其他要另外找一個名字

的，那就不叫做安立諦了，明不明白？

這樣，這個「苦諦」就是講什麼？當佛他說那「四諦」的時候，把那個「苦諦」

〔安立〕的時候，他對著那五個比丘講，我們的人生、我們的世界確是苦的，何解

呢？有生苦，有老苦、有病苦、有死苦、有求不得苦、有愛別離苦，有等等苦，這種

苦就確是苦的，苦的人生確是苦的，你們不要沉迷，以為它快樂。苦實在是苦的。這

種道理是真的。這番說話叫做「苦諦」。是以前的人無講的，佛安立出來講的，就叫

做苦，安立，這種道理是真的，叫做真如。即是「苦諦」。跟著佛講完之後就講「集

諦」了，這個苦的人生是怎樣來的呢？由於前生，過去曾經起了很多煩惱，由煩惱就

作業，所以招集這個苦的人生，苦的世界的，這種招集出苦的人生、苦的世界的道

理，是眾生自己負責的，不是有一個神，有一個什麼東西之類來替你安排的。這樣，

這種道理就叫做「集諦」，「集諦」的道理是真的、實的，「集諦」。「滅諦」這個

涅槃是有的，但是我們要修道才能夠證得，這樣就叫做什麼？「滅諦」、「道諦」。

這樣講完那「四諦」了，逐「諦」安立了，「安立」、「安」一個名稱，「立」

一個名稱，安立完之後，於是佛這幾句話，很有名的幾句，佛最初傳法，說「四

諦」，佛每將「四諦」的道理講完之後就來一個總結，總結就講這四句話：「苦應

知」；這個世界、這個人生是苦的，你應該要了解；「集應斷」；苦不是憑空來的，

有它招集的原因的，你要釜底抽薪，把那個煩惱與有漏的業剷除，斬斷了，自然就不

會有苦果了。「集應斷」，把那個「集」斷了之後，你就會證得涅槃了，涅槃是有

的，「滅應證」，這種「寂滅」的涅槃，我們應該去體驗，直接體驗它，我們想體驗

的時候要修道，「道應修」。

佛總結這四諦的時候就講這四句話：「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

「道應修」。這樣，有些人，你不要說，羅先生，你寫錯了，我就你的程度來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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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樣寫，如果你看《阿含經》就不是這樣的，苦當知，苦應知，不是！「苦當知、

集應斷、滅當證，道應修」，應當、應、當同是一樣意義的，我費事要這麼多，一個

「應」字就算數了，將它就你們的程度來講而已，有人這樣譯的。

這樣，講完一輪就恐怕他那些人就不是太明白，重新又講過！講完之後又總結，

「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都擔心這些人不明白，又重新再講過，講完

以後又總結，「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講三次，很叮嚀地講三次，就

叫做「三轉法輪」，就是這樣的。所謂「三轉法輪」，最初「三轉法輪」的意義就是

這樣的。其實三轉那「四諦法輪」都是安立的，以前沒有人講過，他就安立這些概念

出來講給你聽，所以就叫做「安立」。

「四諦」都是安立的，但是第一個「苦諦」就佔了「安立」兩個字了，其他就要

改過第二個名那樣解。「四者、安立真如，謂我所說諸苦聖諦。」「四諦」就「四

諦」，為什麼加個「聖」字？那些是聖人所體驗到的，用現量體驗到的，不是靠邏輯

推理出來的。這即是什麼？苦諦的道理都應該懂了，小乘所講的「苦諦」的道理應懂

了。「五者」，卯五，釋邪行真如。「集諦」了，「集諦」、「集諦」還不「邪」？

是嗎？

由煩惱而引起那些有漏的行為，又邪，這些叫做「邪行」了，本來都是叫做「安

立真如」，這個特別著重，這種是「邪行」來的！就改做「邪行真如」。「五者、邪

行真如，謂我所說諸集聖諦」；我們又看一下上面了，看我寫給你們的，「四諦」並

是安立，都是安立，「苦」在最初，就得到「安立」這個名詞，餘下那三種就更設別

號了，施別號了，「安立」兩個字即是施設，即是說，安那個概念來講。卯六了，釋

清淨真如了。最清淨就莫如涅槃了，是嗎？涅槃是要用什麼而得？用無漏的智慧，這

個「擇」，這個「擇」指無漏的智慧，無漏的智慧具有無上的揀擇力的，那個「擇」

者當判斷那樣解，有無上的判斷力的，用這個「擇」，用無漏的智慧，用無漏智慧力

揀擇，證得那種眾苦皆滅的情景，那種情景就叫做「擇滅」。用無漏的智慧的抉擇

力，所得到的「滅」叫做「擇滅」，你那本是什麼來的？哦！這本呀，這本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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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注好。

「六者、清淨真如，謂我所說諸滅聖諦」；留意那個「諸」字了，涅槃都有很多

種，「滅」，「滅」有很多種「滅」，「滅」有兩種，普通來講「滅」有兩種，都是

能夠由涅槃所顯現出來的，都是從一個角度去看那個涅槃的，一種叫做「擇滅」，一

種叫做「非擇滅」，「擇」者，無漏智慧的抉擇力叫做「擇」，由我們無漏智慧的抉

擇力所體驗到的「滅」，即是用我們的無漏慧的揀擇力所證得的「滅」，就叫做「擇

滅」，我們所謂證得涅槃，就指這個「擇滅」來講的，但「擇滅」有很多，不是一

個，是一團的，用無漏智慧的力量、揀擇力去斷除一分煩惱就證多一分「滅」，斷除

兩分煩惱就證多兩分「滅」，所以那個「擇滅」是多抑或一的，就古來是產生了很多

爭論的，我們姑且不要理它一還是多，我們只要知道，用無漏的智慧所證得的滅叫做

「擇滅」，還有一種叫做「非擇滅」，「非擇滅」不是要靠無漏智的，它自然就沒有

了。不需要用無漏智的揀擇力。而自然得到這種「滅」的，何解呢？例如你，例如你

已經見了道了，修行已經修到見了道了，見了道的人就不會再輪迴在，不是不會再輪

迴，而是不會再入、不會再在那個地獄、餓鬼、畜生這三惡道處輪迴了。

即是說，你雖然〔具備〕入地獄、你雖然本來有入地獄做餓鬼、做畜生的可能，

但是這種可能性已經滅了，不是要靠某種力量令它滅，而是因為你已經見了道，自然

那三種東西它自然就滅了，是「非擇滅」，不是由揀擇力所得的「滅」，明白了嗎？

又例如，你證了阿羅漢果了，就證到了「擇滅」的涅槃了，但你證得「擇滅涅槃」，

自然就三界流轉你不會入了，這樣三界流轉都「非擇滅」，自然滅了。是嗎？「非擇

滅」。即是講一個譬喻，好像你今世已經過了 80歲了，夭折、短命這兩個字對你來

講自然就滅了，你哪裡有？你今年都 80歲了，你還會短命嗎？現在死都不是短命

了。是嗎？所以「短命」兩個字對於你來講就是自然就滅了，你自己「非擇滅」。

譬喻，即是你已經賺到大把錢了，那些錢整個社會、一間國家的銀行替你存了在

那裏，夠了，只要那個國家不滅亡，它自然每個月支錢給你，你不會餓死了，即是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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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這回事對你來講就是「非擇滅」。這個「滅」就有兩種，涅槃就是指「擇滅」，

「滅諦」，然則「滅諦」有「擇滅」有「非擇滅」，涅槃本來就是指「擇滅」來講

的，但是你一得到「擇滅」自然就有「非擇滅」了，所以這個「滅」就是什麼？「諸

滅」了，「諸滅聖諦」了，不止一個，「諸」字了。即是用 plural number了，那個

「滅諦」。

「七者、正行真如」，這個「行」字讀「幸」 (音)，名詞，「謂我所說諸道聖

諦。」「道諦」了，小乘就是什麼？「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

支、八正道」，這個「三十七菩提分法」；大乘就包括「六度」、「四攝」，這些都

是什麼？「道諦」，所應修的道。「道」是正行來的，所以叫做「正行真如」。真

如，廣義的真如就有七種，狹義的真如只有一種，第二種「相真如」。狹義的。

這樣你讀經讀到佛說「真如」兩個字，你就要了解到底它是廣義抑或狹義了。廣

義的就七種都是，狹義的就是第二種「實相真如」。六祖那些講真如，似乎就是指

「實相真如」，但是佛經裏面講真如，很多時候是指「七真如」的，還有些人講到十

種真如的。有些經。好了，下面，約、這樣就講完了什麼叫做七種真如。寅三，約四

平等(來到)屬當、讀當(檔音)又得，當又得，屬當真如，屬當七種真如。依據佛所講

的四種平等，為何明明眾生什麼都是不平等的，為何佛一定講四種平等呢？

所以你不要看見經就說什麼平等、平等，你就說什麼都平等，譬如說禪宗人整天

都講「煩惱即菩提」，如果這樣煩惱與菩提就平等了，是嗎？如果這樣，你說這樣我

們想證菩提就多一些煩惱就好了！煩惱即是菩提嘛！這樣你就死症了，是嗎？所以你

要怎樣？要了解了，所謂「平等」者，是從某個角度講「平等」，就不是什麼都是平

等，佛整天講，整天講有四種平等，就是什麼？依據這「七真如」中某種真如的某個

角度來講的，就分四段。

〔卯一〕由三如故有情平等。「有情」即是眾生，在佛經裏面整天講一切眾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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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眾生與諸法平等，這是就什麼來講？是約，「約」即依據，依據三種真如來講

的，那七種真如中，依據三個真如來講，說一切眾生平等。卯二，由二如故諸法平

等。在佛經裏面時時有講，一切諸法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平等的，是依據什麼講？

是依據「七真如」中的兩個真如來講的。卯四，由一如故止觀所證的智慧平等。

聽眾：卯三漏了。

羅公：什麼？

聽眾：漏了卯三。

羅公：什麼？

聽眾：漏了卯三，漏了卯三。

羅公：卯三未講？

羅公：卯三，由一如故三乘菩提平等平等。

佛經裏面有些講，聲聞、獨覺、菩薩，這個、這個都是平等平等的，他所證的真

理都是平等的，這句是講什麼？由七真如之中，依據其中一個真如來講的，說佛三乘

的人所證得的境界平等而已，所證得的菩提是平等而已，其實不是平等的，是從某個

角度來講說它平等的。卯四，由一如故止觀所證智慧平等。依據七個真如之中，其中

一種真如，就說修止與修觀都是能夠得到智慧的，得到無漏智慧的，這個是什麼？依

據其中一個真如來這樣講的，其實是止是止，觀是觀的，你現在這個分類來逐種講

了。卯一，由三如故有情平等。佛整天講一切眾生平等，是依據這三個真如來講的，

哪三個真如？你看，「當知此中由流轉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故，一切有情平等

平等。」好了，講到這裡，你又要留意了，「有情」兩個字在佛經裡面有三個不同的

定義的，第一個定義，由佛計起乃至到一切一切眾生都叫做「有情」，即是當什麼？

當動物解了，「有情」，是嗎？

佛都是動物來的，一切動物都叫做「有情」，最廣義的，第二種比較窄一些了，

除了佛之外，一切菩薩與一切眾生都叫做「有情」，這種是第二個意義了；第三個定

義，除了聖人之外，其他的那些眾生都叫做「有情」，即是說什麼？小乘初果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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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初地菩薩以上，都不當「有情」，其餘那些小乘未證果的，大乘的未入初地的，

這些就叫做「有情」，即是迷的就叫做「有情」，悟的就不是「有情」了。這樣這裡

的「有情」就是指什麼？只指那些迷的眾生來講，是嗎？指那些迷界的眾生，即是聖

人就不計數了，聖人就不當他是了，「當知此中」，我們應該「此中」，「此中」即

是這裡，應該這裏，這裡即是這七種真如之中，「由流轉真如(故)」，「流轉」者，

即是生死輪迴，「流轉真如」，諸行流轉，證了阿羅漢就無流轉了，是嗎？

所以就一定不包括羅漢了，那麼佛包不包括呢？佛是大乘的，照理如果流轉只是

迷界的流轉，佛就不包括，但是你知道，佛他乘願再來的，他再入生死的，再入生死

他仍然是流轉的，不過他不是迷的流轉而已，都可以計算在內都可以的，所以這個意

義不是很強的，所以這個所謂「流轉」應該是指迷界的流轉，所謂「有情」就是指那

些迷的眾生了。由於「流轉真如」，在生死輪迴，這個、這個迷界的生死輪迴，然後

個個有情，不論你貧富，不論貧富壽夭，個個都正在輪迴的，所以就平等了。

「安立真如」，「安立」即是「苦諦」，個個都正在受苦的，「邪行真如」，個

個都整天起「苦諦」、「集諦」，有這個「集諦」、「滅諦」，不是！「集諦」，個

個都有什麼？煩惱與業的，個個迷界眾生都有的，就這三種真如來講，一切眾生都平

等，都有這三種真如，既然一切眾生都有這三種東西，一切眾生平等，除了那些聖人

之外，個個平等。這樣，佛經裏面說「一切眾生平等」者，都是依據這三種真如而講

的。你看看我上面的註：眾生平等共有，這三個真如都是眾生共有的，迷界眾生。

下面了，卯二，由二如故諸法平等。「法」即事物、東西，不止眾生平等，一切

東西都平等，是依據哪兩個真如？「由相真如(真如、了別真如)故」，「相」即實

相，什麼眾生，蛇、蟲、鼠、蟻、乃至到佛，他的本體都是真如來的，這樣就佛與老

鼠都平等了，是嗎？佛與沙蟲都是平等了，大家都是真如顯現的，「相真如」。「了

別真如」，「了別」即是「識」，唯識，佛亦是「識」所變，老鼠、蛇、蟲、鼠、蟻

也是「識」所變的，由這個唯識與實真如，與這個「實相真如」兩方面來講，一切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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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是「識」所變，都是有「識」的，由這兩個真如，我們就說一切諸法都平等了。

不止一切眾生平等，一切事物都是平等，那張 ，那塊石都是「識」所變的，都枱

是真如所顯現的。你看看我們上面的註：一切法平等共有相真如及了別真如，相如及

了別如。卯三，由一如故三乘菩提平等平等。由一種真如，由什麼？「清淨真如」，

「清淨真如」即是涅槃，大家都證，三乘聖人都證到涅槃的，由這一點來講，我們就

說「一切聲聞菩提、獨覺菩提」與佛所有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都是平等，大家

都是證這個「擇滅涅槃」的。

這個「擇滅涅槃」又叫做「擇滅真如」，三乘共有的，並不是、沒有分大、小

乘，不過就是由這一點來講，大家都證涅槃，由這一點來講就是佛與羅漢是平等。卯

四，由一如故止觀所證的智慧平等。你看，「由正行真如故」，即是修「八正道」等

等，修這些「八正道」裏面就包括了止觀，是嗎？由於正行的緣故，不論大、小乘都

是要怎樣？「聽聞正法」，聽佛所說的正法。

「緣總境界」，個個都是修止觀，由觀各別的法而進為修觀總法，最後觀到極高

的總法，就是真如，「緣」，「緣」者，觀，觀這個總的境界，這個真如，這兩種

「勝奢摩他」，殊勝的「奢摩他」與殊勝的「毘缽舍那」，由這種勝的止觀，「所攝

受」，「所攝受」即是引生的智慧，即是說只是止的力量引不到它，只是觀的力量也

引不到它，要用兩種力量合力才能引到，各有功勞的，對於引生大的智慧的無漏智

慧，止與觀兩種都能夠各盡所能，都有、都是有平等的力量的，叫做「平等平等」。

這個「攝受」即是「引生」那樣解。今天就只有這麼多，相當多了，今日講了兩頁多

三頁，差不多三頁，看看，不明白就問一下，這是真如的定義了。

你有沒有讀過楊仁山(1837－1911)那本《十宗略說》？有沒有人讀過？沒有

嗎？沒有就讀一下吧！《十宗略說》講什麼？講到唯識宗的時候，他說，講到唯識宗

的時候，楊仁山怎樣講？修學的人，道理有些心得，研究這種東西而有些心得，「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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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此道而有得焉」，「恕(自)不致」，你就不會希望「自不致顢頇佛性」。

聽眾：籠統真如。

羅公：即是籠籠統統，求求其其那樣，「顢頇佛性」，到底佛性是怎樣的？他全不清

楚就滿口講佛性，「顢頇佛性」，「儱侗真如」，真如到底是怎樣的？他就籠

籠統統，什 叫做真如都不知道，「儱侗真如」。講到唯識宗的時候，他說：麽

「修學參禪(參禪習教)之士，苟研習此道而有得焉，恕(自)不致顢頇佛性，儱

侗真如，真(為)法門之大幸矣」。「法門之大幸矣」。這樣就是法門中最好彩

的事了。「大幸」者，最好彩(幸運)的。回去看一看，你不是有一本的？是

嗎？你們是不是有一本？我印了，有些人，有一個不知哪個？黃、黃……什麼

名？黃錫光不是印，從哪裡影印過來，每人一本的，那時在那邊，《十宗略

說》呀！

聽眾：《十宗略說》。

聽眾：90年 4月 8日。

聽眾：六十三？

羅公：子二，解了「如所有性」，是嗎？「如所有性」即是真如了，是嗎？已經解釋

了。

這樣，以後你們對於在佛經看到「真如」兩個字，你們應該識解了。是嗎？不外

是，「真如」兩個字就有兩個不同的定義，即有廣義與狹義，廣義就七真如都是真

如，即是一切真實的事情，真實的道理都叫做「真如」，廣義；狹義的就是指這個宇

宙本體，叫做「實相真如」，又名叫做「相真如」。即是狹義的就是第二個，這樣就

不會籠統了。是嗎？現在那些唯識宗的人笑別人，尤其笑那些禪宗的人，說他們什

麼？「顢頇佛性，儱侗真如」，整日滿口「真如」，真如是什麼傢伙他就籠籠統統

的，你們以後應該不會有籠統真如了。現在就子三了，釋能取義。能取，「取」即是

去了解與接受，就是「取」，了解與接受就叫做「取」。

18



我們平日生活不能夠離開兩種東西，第一，不能夠離開能取，第二，不能夠離開

所取的東西，是嗎？離開能取、你不會「能取」你就變成麻木了，離開「所取」的東

西就變成沒有世界了。是嗎？我們看看，解釋這個「能取(的)業」，「能取義者，謂

內五色處、若心、意、識及諸心法。」什麼叫做「能取」呢？所謂「能取」這些東西

它的意義何在呢？「謂內五色處」，什麼叫做「內五色處」？陳芷君你告訴給我聽，

內。

聽眾：「眼根、「耳根」、「鼻根」……

羅公：什麼？

聽眾：「眼根、「耳根」、「鼻根」。

羅公：對了！對了！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就是屬「內」的。

「色」，這個「色」就當物質解，「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

根」都是物質造成的，「眼根」即是視覺神經，是物質來的；「耳根」就是聽覺神

經，也是物質來的；在身內的，五種物質所造成的。「處」，即是「十二處」中，那

五個「處」了，五個物質「處」。「若心、意、識」，這個「若」字當或，當與及，

當與及那樣解，「心、意、識」，這個又要、讀佛經對「心、意、識」三個字的意義

又要清楚了，不然你又籠統了，那個「心」字，意思即是「集起」那樣解，八個

「識」，我們有八個「識」，每一個人，每一個眾生都有八個「識」，八個「識」都

有集起的作用，何解說八個「識」都有集起的作用呢？那個「集」即是積集，「起」

就是生起，集起，每一個「識」都能夠積集種子，怎樣叫做積集種子？

譬如我「眼識」起的時候，我的「眼識」一起，「眼識」一起的時候，即刻「眼

識」一過後，一起的時候，即刻將「眼識」的勢力即刻熏入去，打進去我們的「第八

阿賴耶識」裏面，成為一種資料，這種資料第二次起的時候，這種資料就成為一種功

能生起下一次的「眼識」了。這樣，當我們的「眼識」一起的時候，即刻打了一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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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打進去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就成為一種功能，一種力，一種潛伏的功

能，將來會再生起作用的，那些叫做「種子」，「種子」。

「潛」者就是隱藏，叫做「潛」，「潛」者，隱藏；「能」者，能力，或者能

量，我們的「眼識」一起的時候，我的「眼識」一起的時候是一種力量來的，是一種

power來的，或者是一種 energy來的，能力來的，這種能力一起，不會滅的，能力

普通都是不會滅的，它一起的時候，這種能量即刻打進去我的「阿賴耶識」裏面，成

為一種潛伏的能力，將來一有機會又再爆發，起作用，這種能力，打進來的這種能力

就叫做「種子」，seed，seed，叫做種子。

它每一個「識」一起，它都可以積集這些種子在我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的，

一有機會，這些種子又馬上再爆發成為現行，怎樣叫做「現行」？「現」者，顯現，

「行」者就活動，成為一種顯現的活動，而且是現實的，「行」者即是活動，一種現

實的活動。積集種子，這種種子一有機會它就會生起現行，集起，八個「識」，八個

「識」都有集起的作用，廣義的，是嗎？八個「識」雖然都有集起的作用，但是不同

的，就好像一個、二個人，個個都是人，但是有些人就大把錢的(很富有)，有些人就

十分窮，同是人而已。同一樣道理，八個識，八個都有集起的作用，但是這個集起的

作用有大、有小的不同，怎樣不同？

當我們的眼，第一個「識」是「眼識」，當我的「眼識」起的時候，一起的時候

就即刻能夠積集「眼識」的種子，藏在「阿賴耶識」裏面，積集，積集了它自己，是

嗎？將來生起現行就是生起它自己的現行，範圍很窄的。同一樣道理，「耳識」，

「耳識」起的時候馬上又積集一個「耳識」的種子，將來這個「耳識」的種子又生起

「耳識」的現行，「眼識」如此，「耳識」如此，「鼻識」、「舌識」、「身識」、

「意識」、「第七末那識」都是如此，各人積集自己的種子，各人再生起自己的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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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範圍很窄的，但是「第八阿賴耶識」就不同了，「第八阿賴耶識」怎樣？它

好像一個大罌那樣，好像一部電腦那樣，你那些人個個積「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每一個「識」都把種子堆入去

它那裏，它是一個大罌，載住了你們所有的種子，載住你們所有的種子，等你的種子

有機會就各自生起現行，它自己有自己的種子，「第八識」每一剎那積集它自己的種

子，每第二個剎那就生起它自己的第二個現行，不斷的，這樣即是說，這個「第八

識」的集起作用就特別不同的，是嗎？好像你們大家都做地產公司處做事，你是打工

仔，個個都是打工仔，他這個是什麼？董事長，大總裁，佔大部分股份的，怎同？是

嗎？即是同遮不同柄，同人不同命，不同的，這個「第八識」就是積集的作用不同。

好了，即是說，講到這裏就知道，八個「識」都可以叫做「心」，但是如果是特

殊一些的，真正可以叫做「心」的，就只是「第八阿賴耶識」而已，其他那七個都姑

且叫做「心」而已，是嗎？它這個才是真正的大老闆。明不明白？叫做「心」，即是

說八個「識」都叫做「心」，如果通名，一個普通的名，八個「識」就叫做「心」，

但是特殊一些的，只有「第八識」才有資格叫做「心」。這樣，你讀佛經的時候，一

講到心，有時就是指什麼？八個「識」都叫做「心」，八個「心」，有時那個「心」

就只是指「第八阿賴耶識」，不同的。所以你讀佛經難讀就是這樣。你說，這樣難，

我們搞定它，容易讀。你難搞了，你想搞定它？就不如花些功夫來記好過了，是嗎？

你說，佛經就這樣論盡(繁瑣)而已！別的有沒有這麼論盡(繁瑣)？一樣這麼論盡

(繁瑣)，一樣！讀什麼都一樣這麼論盡(繁瑣)。除非你讀科學，讀自然科學沒這麼論

盡(繁瑣)，讀社會科學都一樣論盡(繁瑣)的！縱使你讀法律一樣是這樣論盡(繁瑣)，同

是一個罪名，在中國的解釋就不同，在英國又不同，是嗎？在美國又不同，不同的，

同是一種東西都不同解釋，各有各的定義，所以那些人，有些人以為這樣，一味簡單

化就行了，求其(隨便)識，他都懵的！最好這種人最好他怎樣？只是念阿彌陀佛，早

些死了就生去極樂世界好過了！去到極樂世界都一樣要學的！是嗎？沒有的！沒有簡

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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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我讀一本，一本經就得了，他都戇(傻)的！那些人講，你讀一本就行

了，他即是說什麼？知道你是孱弱的，擔不起多的，恐怕你自卑，他就說得了！得

了！是嗎？即是一個父親，有幾個仔，其中一個好蠢的，做父親說，你一樣的！你比

他們更加聰明很多的！你以為真是的嗎？不是的！所以你要知道，說讀一本經就夠

了！他是當你是低能的來哄你，你不要以為真是得了！還有，有些說，你只是念幾句

阿彌陀佛你就行了！什麼都不用的。他是說你低能，說你那條路近了，別的東西你都

沒有可能了，你只可以念阿彌陀佛就行，安慰你的而已！不是的！假的！是嗎？你會

不能生的！何解？你這麼不精進的人，你怎樣生極樂世界？生不到的，不精進的人生

不到，因為何解？

極樂世界是專修大乘的人的，你都不是大乘的，你都沒有精進的人怎會是大乘

呢？不行的！一定不行的。而且這樣，你一味只是念佛，你保得過你臨死的時候一心

不亂嗎？一心不亂有幾難，你最好找個護士問一問，你在醫院裏面做護士，你在醫院

見過那些人，一百人之中有幾個人死的時候，能夠很定的？你問一個護士，叫她回答

你。輾轉床蓆的很多，昏昏迷迷有好多，一百人裏面沒有一個是淡淡定定死的！沒有

的！所以你不要以為這樣容易。你說，這樣那些法師又說可以的？兩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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