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沒有？你現在答我，simple sentence答我，過去世有沒有的？是不是存在

的？

聽眾：是。

羅公：有存在，在那裏？

聽眾：已經過去了，

羅公：過去了，過去的還有嗎？

聽眾：曾經有過。

羅工：曾經有，它怎樣存在？好，現在問了，你說曾經有，現在在那裏？「曾經」是

不是一個夾萬？叫做「曾經」？它走了去那裏？

聽眾：流傳了下來。

羅工：什 ？留了在哪裏？在北極嗎？抑或去了上帝那裏？它已經流去了，譬如那些麽

水流了去，譬如那些樹葉倒進水流裏，或者流到幾多裡之外了，你過去的經驗

去了哪裏？留在了哪裏？如果有上帝就可以流去了上帝那裏，這樣人們有可以

問，上帝在那裏？是怎樣的？跟住又有一個問題，過去世是嗎？是不是有呢？

是不是存在呢？你說過去就存在了，「存在」者，exist，過去的時候它是不

是存在呢？現在，現在你現在的這個樣子是存在，過去的東西去了哪裏？好

了，你說有沒有未來呢？你說有，在哪裏？未來在哪裏？「遍知」嘛！未來在

哪裏？你拿未來給我看看，是嗎？過去就是存在了，現在都說不存在，這個人

是神經的！現在的事你還說是不存在？那是神經病了！過去的東西是不是存

在？未來的東西是不是存在？聽眾：我可不可以講過去的在第八識裏面？

羅公：什 ？麽

聽眾：我可不可以講過去的就是存在第八識裏面？

羅公：存在第八識，事實上「第八識」是假立的名目來的，你拿個「第八識」我看

看？拿不到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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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講到這裏，於是有兩派不同的學說了，那些哲學家有兩派不同的學說，尤其

是佛教裏面爭論的最緊要。一派就是佛教的正統派，小乘，佛教的正統派，〔主張〕

三世恆存，過去的東西是存在的，好像你說的那樣，不過現在流到了過去，未來的東

西是已經有了，不過未出現而已！好像那條水流，上面的水流已經有了，不過未流到

這裏而已！總有一天會流到你面前的。叫做三世實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都實有

的。這一派是佛滅後的正統派來的，你不要以為講空才是正統，講空不是正統，這一

派才是正統派，這一派，這一派叫做什麼？你看佛經看到叫做薩婆多部

(sarv stiv da)ā ā ， 薩 婆 多 派 ， 譯 做 中 文 ， 薩 婆 多 這 個 字 是 什 麼 ？ 梵

文，sarv stiv daā ā ，sarvā，sarvā念咒，劉萬然，sarva是怎樣解？一切，沒錯，一

切，sarv stiv da ā ā 那個 da字，sarva是形容詞，將個形容詞一變，變成了一個名

詞，就加一個語尾，即是對於加一個 tion，等於加一個 ty那樣，加一個 da在尾，就

變成名詞，sarv stiv daā ā 即是一切東西都是存在的那派，一切東西都是有的，過去的

東西亦有，現在的東西亦有，未來的東西都有，一切一切都是存在的，它說只有一種

東西是不存在的，只有那個「我」不存在，除了那個「我」之外什麼都是存在的，牛

屎、雞屎什麼都是存在的，只有那個「我」不存在。這樣，為不容易瞭解，就加了一

個「說」字，就是「說一切有部」。它這一派人說什麼都是有的。那一派。

你看經叫做「薩婆多部」就是這一派了，過去、現在、未來都是存在的。過去的

東西現在隱藏了而已，有機會還是會出現的，如果你入定的功夫入得好，把過去的東

西全部找出來，玲瓏浮凸看清楚的。未來的東西是已經存在的，不過被現在的東西阻

住，把現在的東西全部搬開，那些未來的東西就走出來了。所以你如果有定力的人，

你可以把未來的東西，未來一萬年的東西，因為它已經存在，所以你都可以看到的，

三世的東西都看到。佛學是難，很㪐㩿(艱澀)，但是你學到之後，你就好像很有興趣

的，忽然間又說三世都實有，這樣一派了。

第二派了，小乘人就兩派，一派就三世實有的薩婆多部，第二派，薩婆多部它很

2



注重那些論師的著作，經部就不是！什麼都是依據經，叫做「經部」，經部說，釋迦

牟尼佛沒有講過去、未來的東西都有，反而他在小乘經裡面還說一下過去的東西已成

過去，未來的東西還未出現，他的意思是過去的東西沒有的，未來的東西也沒有，何

解呢？過去的東西已成過去了，哪裏還有？有就不是過去了！未來的東西都未出現，

未出現即是未有，未有又怎會等於有呢？所以未來就是無。

過去的東西已經無，過去的東西已滅，未來的東西也未生，所以都是無，現在

有？現在又很難講，現在，今日就是現在，今年又可以是現在，到底是今年的東西整

年擺在這裏有？抑或是今日現在的東西有？而且現在，今日早上就已成過去了，今朝

早就會沒有了，只有現在這個鐘頭才有，現在哪裏有一個鐘頭那麼多？現在的有只是

現在的一分鐘左右，是嗎？前一分鐘的東西沒有了，後一分鐘的東西也未起，你說一

分鐘？你太闊佬了！應該是什 ？一秒鐘，現在這秒鐘才是有的！前一秒鐘的東西沒麽

有的！未來那一秒鐘的東西也是沒有的！一秒裡面分做什麼？再分做一百萬分之一

秒，那百萬分之一秒的現在才有的！前一百萬分之一秒也是沒有的！後那一百萬分之

一也是沒有的，這樣，最短的時間就叫做「一剎那」，只可以現在這一剎那是有的，

過去那一剎那的東西沒有的，未來那一剎那的東西都沒有的，這種講法，經部就不是

叫做「三世恆存」了，不要說「恆存」，改它做「三世實有」，有人就說它恆存，恆

存即是實有，那些是什麼？經部就叫做「過未無體」了，陳芷君你解給我聽，「過未

無體」。

聽眾：過去的沒有了。

羅公：過去的東西沒有了，已成過去，沒有了，未來是無的，「體」是什 ？實質，麽

過去的東西是沒有實質的，沒有實質，可以想像，你回想而已！你幻想而已！

已經沒有了！即是你過去有一百萬，你現在沒有了，你還在哪裏想？你想而

已！那一百萬已經沒有了！已經過未無體，過去、未來的東西無，無實質了。

好了，不外兩派，先問一下你們，兩派給你選擇，兩個洞，叫你打球打向哪個

洞？

聽眾：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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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唯識宗就在兩派中選擇，過未無體，現在這 那有而已。好了，問題又來了，刹

你說過未無體，你現在回想十年前的東西是不是能想到？既然沒有，你又如何

能想到十年前的東西？你自己神經有問題了，你現在想十年前的東西，是現在

想，80年前的東西好像想起來在這裏，實在是你現正在想！已經不是十年前

了！你明白嗎？你現在今年 80歲，你回想細路哥(兒童)的時候如何快活，不

是現在你快活，你現在，你在這裏留戀、幻想你以前細路哥(兒童)的快活情景

而已！那時的活潑，現在你不是了，你已經那頭近了！你已經不是了！你明不

明白？你自己在自己阿Q，以為現在你想你細路哥的時候那種快活，你以為

你現在還是那樣快活，已經不是了！明不明白？所以它就「過未無體」是對

的，三世實有太笨，它這樣。即是說，你過去的東西回想出來都是現在。好

了，佛又可以想一萬劫以前的東西，在定中可以回想，那些叫做佛在定中的時

候，他現在在定中，他用念力把過去萬劫之前的所做過的事的那些影子，已經

不是現實的，只是剩下那些功能，那些功能在定中裏面現一現，好像銀幕那樣

現，所以你看到，其實你看到的是現在看，那個不是過去，所以仍然是「過未

無體」。即是雖然過未無體，把過去的影子，像剛才說的，留在阿賴耶識裏

面，那個影子是阿賴耶識裏面，但影子是無形的，是一種功能，你在定中翻找

出來，好像一幕戲那樣放出來，其實那幕戲是現在現，不是以前現的。明不明

白？所以仍然是「過未無體」為(長)。就不是絕對的過未無體，即是還有些影

子，有些功能，有種能量，有種 energy，有種 power藏在那個「阿賴耶識」

裏面，

聽眾：可不可以一樣一半？

羅公：什 ？麽

聽眾：可不可以一樣一半？

羅公：它即是這樣，很難講截然分開的，以「過未無體」為主，就以那些過去未來的

影子可以再出現，但是出現的時候是現在出現，那時不是過去了。

這樣，經過幾位，這麼多位來抉擇，我就可以、大可以放心了，無謂勞我們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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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來選擇，因為何解？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裏面已經替我們選了「過未無

體」是對的，無著菩薩又說這樣是對的，龍樹菩薩不止過未無體，現在都是假的！假

名而已！龍樹菩薩。即是 phenomena，具備有四種特徵的，「相」，哪四種呢？

「生」、由未出現就變為出現，那時候就叫做「生」，一生的時候一定停一停，

「住」，當它正在「住」的時候即刻就已經起變化了，就叫做「異」，「異」即是起

變化，跟住消滅，這個「滅」當消滅解，「生、住、異、消滅」，「住」與「異」是

同時的，一齊的，當它「住」的時候就是正在「異」中；當「異」的時候就是「住」

了。這四種是有為的，有為法的特色，特徵來的，無為法就無這四相的，真如無這四

相的，它「無生」的，如果真如都會「生」的，這樣舊時就無真如了。是嗎？無生，

無生相，真如無住、無異的，是嗎？「住」，這樣真如不存在嗎？是，真如是存在，

但是它這個「住」是在「住」而起變化的「住」，是嗎？它沒有這種「住」。真如不

會滅。

所以無為法，這個 reality就沒有這四相的。因 沒有這四相，所以叫做「無爲

相」，真如是「無相」。什麼「無相」？古代那些菩薩就這樣解，「無相」者，無

「生、住、異、滅」那四相，他這裡：「或生、或住、或壞」，「壞」即是滅了，何

解沒有了那個「異」？因為「住」與「異」是同時的，所以它就沒有，略去它了。

「身不淨」，是嗎？觀自己的身體是邋遢的，不乾淨的。第二是「觀受是苦」，一切

感受都是苦的，第三就「觀心無常」，觀我們的心起，未起的時候就生，一生的時候

停一停，停一停跟住就起變化，「滅」。

你試一下，你閉上眼睛試，譬如我現在想，想什麼？想我爸爸，一想的時候，本

來剛才未想你的爸爸，忽然現在想了，生，一生的時候即刻停一停，停一停就轉變，

「異」了，「滅」了，第二個剎那起，其實當你想爸爸的時候，你以為是一連串嗎？

好像電影裡面，一幅幅的，每一幅都是一個「生、住、異、滅」的。我想我爸爸，現

在我爸爸，我回想我細路哥(兒童)的時候，我爸爸在那裡抽煙的，你以為是一路連續

的？不是的，很多幅的，第一幅就是什麼？我爸爸拿煙，「生」了，「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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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住」跟著就「異」，「異」就「滅」了，跟住第二幅生了，爸爸拿到煙

了，拿過來了，「生、住、異、滅」。跟著，他拿煙壓到煙斗處，又「生、住、異、

滅」，跟著就點火，有無數那麼多東西。觀察起來，所謂「人生」是沒有的，沒有這

套東西的！是嗎？一套電影的菲林而已！那堆菲林就等於那個「阿賴耶識」。聽不聽

得明白？人生不過如是。豈不是很悲觀？何需悲觀？是嗎？

聽眾：是。

羅公：又不需要悲觀，人生就是如此，你不要貪戀它就行了，你不貪戀它就不會悲，

不貪戀又不悲，亦無須快樂，是嗎？

那時無所謂悲亦無所謂喜，那時如果你這樣何需入涅槃？不用入涅槃，你可以乘

願再來，再入人間，人間就是一套大菲林而已！你會怎樣？控制那卷菲林就不會有問

題了，你可以控制，用什麼控制？用您的智慧控制，智慧怎樣控制？持戒，那幾條

戒，身三語四，先保證你不落地獄，不做畜生，是嗎？再做一些好事，就生人天，再

磨練你的智慧，一世比一世好，怕什麼做人？是嗎？不用害怕。分十一門的。看我這

裡：「或如病等故」，你怎樣「如病」？小乘人講的，小乘經講的，你不要耽戀我們

的生命，你以為我們的生命很過癮、很爽？不是的！實在我們的生命是很苦的！所以

我們要修行，當我們修行的時候，打坐，打坐時你會想一些好東西的，無他，打坐，

人人打坐，叫你打坐就是叫你修養，你不修養，你走去做什麼？你坐在那裏幻想，幻

想去跑狗，跑狗怎樣爽，幻想你中馬票，將那些錢怎樣花。這樣坐在那裡也行的，它

防止你們那些人這樣想，就教你想什麼？想、想什麼？想我們的人生是苦的，怎樣

苦？苦成怎樣？他說如什麼？「如病」，人生是好像生病那樣的，但病可以治好的，

這樣你仍然會耽戀人生的，治好就行了。怎樣？人生不止「如病」，「如箭」，箭是

會插進肉裏面的，你把它拔了出來都會有個傷口的，「如箭」。好了，你會再說，箭

可以拔出來，塗上藥就會好了。不是，「如癰」，「癰」即是現在的所謂 cancer，

生「癰」不會好的！「如癰」，當你生「癰」的時候苦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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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害」，人生簡直就是煩惱，整日在這裡受害的，他就修，這是一種觀來的。

小乘的人修禪定的時候，「如病」，「如箭」「如癰」與「惱害」 (《雜阿含

經》142)，你看我那裡，「病等」，那個等字「等」什麼？「如癰」、「如箭」與

「惱害」這幾種，「或如病等故」，這是小乘的修觀的方法。「或苦集等故」，另外

一種，或者那些小乘的人，修一切，將我們的人生分作「苦、集、滅、道」四諦，大

家都識了，不用解了。「或真如、實際、法界等故」，又有一些修大乘的人要怎樣？

要證得真如，是嗎？這個、這個要怎樣？好像修空觀那樣人那樣，不生不滅，不垢不

淨，不增不減那樣的空性真如，真如又名叫做「實際」，「實際」那個「際」就是

實，「實」即是真實，真如是真實，何解用「際」呢？

那個「際」字就是邊際那樣解，原來即是什麼？究竟，「究竟」那兩個字即是英

文的 final，最後的邊際，真如亦名叫做「實際」，真如又名叫做「法界」，「界」

字，梵文的「界」字叫做 dh tuā 那個字，梵文，梵文的意義，那個「界」、那個叫

做 dh tuā 的那個字又可以當「因」字解，又可以當「類」字解，「持」字解，那個

dh tuā ，那個「界」字梵文有三個不同的意義的，如果「法界」是一切法的起

「因」，真如，萬有都由真如顯現，「法界」即是真如的別名。這句話即是講那些人

求證真如，等是「等」什麼？

等「佛性」，又叫做「不二法門」等等這些。「或廣略故」，有些經，有些經論

很詳細講給你聽的，有些就很略的，簡略的，或「廣」或「略」。下面就要留意：

「或一向記故、或分別記故、或反問記故、或置記故」，佛答人，你問佛，佛答你，

你就是這四個方式，佛亦教人，當人們向你請問的時候，你就用這四個方式去答。四

個方式就叫做「四記答」，用個記號告訴你，「四記答」。那個「記」字已經含有答

的意思了。第一叫做「一向記」，「一向記」，那個「記」字當答，「一向」答你，

怎樣叫做「一向」答你？直問直答，怎樣呢？譬如別人問你，你的袋裏面有多少錢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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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問直答，譬如你只有五元，你就說你只有五元，直問直答，就叫做「一向」

答。你的兒子好不好？你的兒子好你就說他好，你的兒子不好你就說他不好，直問直

答。何解呢？當別人問你一種道理，別人不識，叫你解釋給他聽的時候，你應該要怎

樣？「一向記」，一就一，二就二，照解給他聽，就叫做「一向記」。第二，「別

記」，分開來講，「分別記」。譬如有人問你，睡覺好不好？你怎樣答？「一向記」

就說好呀！好呀！應該怎樣？為了保存你的健康，你要有充分的睡眠，這樣睡覺好

的，但如果你整天偷懶，有事不做整天去睡覺，這樣就不好的，分開來講，「分別

記」。聽不聽得明白？譬如有人問你，錢好不好？你不能「一向記」，好！錢好！

聽眾：有好有不好。

羅公：你應該「分別記」，錢是好，有用的用途，但是你說用來揮霍，亂搞搞震，錢

就不是很好，是嗎？分開來講，明不明白？「分別記」。

當別人問你的時候，你就應該用「一向記」抑或是「分別記」。第三叫做「反問

記」，譬如，譬如一個女孩子，別人好好地在這裡，你就走去問她，喂！你幾時嫁？

她一定反問你，何解你要這樣問我？是嗎？你這樣問我，你的用意何在？不能夠亂

答，是呀！「一向記」，我明年結婚，不能這樣隨便，是嗎？你不能說「分別記」，

是嗎？好嫁我就嫁，不好我就不嫁，不能這樣。你應該是怎樣？遇著整個反問，你無

情白事，你問我這些事做什麼？是嗎？這樣之類，有很多東西你要反問的。「反問

記」。一種叫做「捨置記」，捨棄，不答他，「置」即是放下，「置」即是放低，笑

而不答那一類，不答他。即是有很多問的，那些人時時問佛，佛不答他的。問這個世

界是「常」的抑或是「無常」的？佛不答你的。我的人生會斷或者不會斷的？佛不答

你。這些問題他不答你的。

我舉一個例，從前有一個法師很有道德的，又很有學問的，叫做慧遠法師(334-

416)，是嗎？大家知道了，在廬山，在廬山，陶淵明的時候，他(慧遠)在廬山整了一

間東林寺，在那裏修淨土，修淨土，修般舟三昧，求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很精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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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有一位大官，那位姓殷(殷仲堪，？－399年)的，做荊州刺史，又有兵權，又是

省長，又有兵權，人人稱他做殷荊州，不敢稱他的名字的。他做荊州刺史，人人稱他

做殷荊州，這位殷荊州特別走上廬山，拜候慧遠法師，很架勢的，那些達官貴人，你

想請他下來，他照例，那間寺他走出來要經過三塊大石，三道、三重，行到他幾高興

都好，只送到第三重，他不出第三重門。什麼大官他都這樣，所以那些大官人物，都

走上去拜候他。

這位殷荊州當時得令，就走去找他聊天。殷荊州很有學問的，專研究《易經》，

他帶兵的，還是一個哲學家來的，研究《易經》。就走去問，他知道慧遠法師對《易

經》也很熟的，他就問慧遠法師，他問他，「易」〔以何〕為體呢？「體」即是本

質，《易經》講易，變化，英文就譯做 change，所謂 change的本質是什麼東西？

「《易》以何為體」？這個慧遠法師最初用「一向記」答他，就答他，他怎樣答呢？

「以感為體」。這個「感」字如果譯英文不知怎樣譯法，怎樣叫做「感」？你在這

裏，你又不是很快樂，也不是很悲哀，但忽然間有個人在旁邊很悲哀地哭起來，你就

受他影響，心都酸起來，你就被怎樣？被他感動了，是嗎？這樣就叫做「感」。把別

人的心，把別人的感情，把別人的思想搖動了，這樣就叫做「感」。

《易》是「以感為體」，很難解的，你說他對不對？如果你是研究中國哲學的，

你就慢慢研究一下，「《易》以感為體」是怎樣？《易》是占卦的，占卦的時候很虔

誠，與那個，以前古人相信有神，與神相感，感觸，或者不信有神的，都與這個宇宙

本體相感，相感召，然後才發出來的，這個「感」就是《易》的本質了。「《易》以

感為體」。這樣對不對就不知了，但是這位殷荊州就聽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他怎

樣？「感」，什麼叫做「感」？東邊這條村，那隻狗汪汪地吠，西面那條村的另外一

隻狗聽到，牠也汪汪的吠，這就是「感」，這邊郁，那邊應嘛！就是「感」，它即是

這樣。然則這樣，東邊的狗吠，西面的狗應，這樣也是《易》嗎？你說「感」嘛！所

以慧遠他的答法意思對不對是另一個問題，但是殷荊州就不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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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怎樣呢？他就沒有說狗吠這麼俗，他講得很文雅的，他這樣問他：「銅山西

崩」，翻譯得俗，令它容易解就用狗吠，他就很文雅的，「銅山西崩，洛鐘東應」。

「銅山」，從前有一件這樣的故事，陝西的西面有一個山崩，洛陽在東邊，洛陽那裡

有個大鐘，那邊的山崩，震動力震到那個〔鐘處〕，我們人都聽不到的，那個鐘就嗡

嗡聲響了。現在有種地震儀器，地一震它就會〔記錄〕了，銅山在西邊崩，而洛陽的

鐘就即刻嗡嗡地應了，就這樣了。

「便是」者，那個「便」字即「也就是」，也就是「《易》」了，我剛才不是講

過？西村狗吠，東村狗應，「便是《易》耶」？都叫做「《易》」了，是不是呢？你

猜他怎樣，慧遠怎樣？用「捨置記」，他不反問，慧遠「笑而不答」。笑一下，你幾

闊佬，幾惡爺都不理你，他笑一下，他都不答你。有一段這樣的故事，你們想看這個

故事，現在都有得賣的，合眾書局有得賣，買這套書，《世說新語》，是中國最古的

小說之一，很多資料可以給你看。什麼？

聽眾：般舟三昧有什麼不同？

羅公：念佛三昧就闊，三昧即是定，一路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念、念、念到

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是三昧，就是念佛三昧了。般舟三昧就不是了，般舟三

昧叫做「一行三昧」，好像閉關那樣，整日行、住、坐、臥行繞的，念念都是

想住那個佛的，一種特殊的方式。般舟三昧修的多，一路連修 7日，或者連修

四十九日，或者連修多少日，那個心硬控制住，見到佛的，見到阿彌陀佛在你

面前的。般舟三昧見到佛，佛會對你講話的。現在的人就批評了，他說這些經

過這麼多日的催眠，精神疲倦，自己催眠，就覺得如此而已！那些外人不信佛

的就這樣批評，信佛的就當然說是，他很虔誠，他見到佛了。般舟三昧，舊時

慧遠三昧不是念佛，後來就用持，念佛就持名，念佛有三種，一種是持名，般

舟三昧不只持名，定。你以後，學一下佛吧！人家提出問題問你的時候，你就

看，選擇用什麼方式來答，這樣即是觀察它，問他的動機就用哪種方式答他。

「或一向記故、或分別記故、或反問記故、或置記故」，這叫做「四記答」。

「或隱密故、或顯了故」，「如是等類，當知一切名遍知義。」「隱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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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了」，「隱密」有人譯作不了義，「顯了」有人譯作了義。怎樣來的？上

文不是有一品？講過了，你們聽過沒有？記不記得？有一品叫做〈無自性相

品〉，聽過未？

聽眾：聽過了。

羅公：什麼？

聽眾：聽過了。

羅公：聽過，陳芷君記不記得？

聽眾：聽過。

羅公：聽過。你要記得〈無自性相品〉裏面，有一位，那位主角叫做勝義生菩薩，是

嗎？當時勝義生菩薩他就問佛，問佛，問佛就這樣說，佛最初成佛之後，在鹿

野苑那裏，對那些憍陳如等的那班出家人轉法輪，轉什麼法輪呢？叫做「轉四

諦法輪」，即是講小乘經，四阿含，苦、集、滅、道這「四諦」。他說：當時

你釋迦佛能夠轉「四諦法輪」，在當時那些外道沒有一個人能夠轉這個法輪

的，只有佛你能夠轉，這個就是什麼？這個你已經令那些眾生得到很大利益

了。不過，你留意他說：不過，當時你佛所轉的這個法輪，即是你所講的這套

東西還是什麼？「有上有容」，還隱藏，還有一些東西高於你的，還有一些東

西隱藏著，你沒有講出來的，「有上有容，未是了義」，未能夠了了然，

「了」即是明白，未能夠明白把你佛的心意很明了地講出來的。未為了義，了

義即是顯了，並不是很明顯。那個「了」字普通我們解，都是了解那樣解的，

原來佛經梵文那個「了」字不是了解那麼簡單的，一方面是了解，就是怎樣

呢？梵文裏面的「了」字，對於一種東西，能夠將那種東西的形狀攝取入我的

心裡面，在我的心裡很明顯地現出來，這樣就叫做「了」，聽不聽得明白？所

以那些人有譯作「顯了」。即是我看見江漢霖那樣，我就了，這樣不算叫做看

到的，我所謂看到江漢霖，要我的心看江漢霖的時候，要把江漢霖的影子整個

在我的心裏面現出來的江漢霖，很顯明地現出來的，表示出來的，這樣就叫做

「了」，明不明白？這個「了」字就有含有兩個意義，一就是了解，知道；

二、把那種東西顯現出來，叫做「了」。所以霍韜晦，我那個學生，就說玄奘

法師譯那個「唯識」譯錯，那個「識」字本來是「了」那樣解的，應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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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現，其實他是什麼？梵文含有兩個意義的，那個「識」字一方面是

「了」，一方面是很明顯現出來，西方人就譯作什麼？ represent，那個

「了」，西方人譯作 represent，了別他們譯作什麼？representation，這樣

譯的，這樣，我的那位學生就稍為懂得一下英文，又懂得一下學習梵文字，就

說人家以前的大德就譯錯了！應該亦作「表」，唯識的「識」字都不對，應該

譯做「唯表」才對。這種未免就嘩眾取寵，所以他就「心勞日拙」就是這樣，

一定的！他這個將來不入地獄，將來第二世都沒有這麼聰明了。是呀！他第二

世會很慘的。

聽眾：何解呢？

羅公：這個「業」，亂噏(講)！這些是聖賢的譯，幾代這樣譯，你就嘩眾取寵，這樣

不行的！要像我這樣譯！你才識？菩提流支法師又不識？陳朝的真諦法師譯作

「唯識」又是不識？玄奘法師譯作唯識也不識？唐朝的義淨法師譯做唯識都不

識？你霍韜晦才識？這樣搞法真是連老師都被你丟架，是嗎？你這樣講做法目

的一定是想怎樣？我了不起，我厲害！以為這樣，因為他去日本就拿了個博士

候選人，就想快些令那些著作有影響力的，快些將博士拿到手，誰知更衰！一

整了這本翻譯《唯識三十頌》，你看過了，他要譯「唯表」，讓日本人一句

話，在那本書評那裏，整一段來批評，說他這種講法，梵文這個字是有這個意

思，但是這兩個意思一個就是了別，當「識」字解；那個字的意義，一個就當

「顯」，即表示來解，這樣兩個意義大抵都是那個「識」字的義重要一些，而

這個作者，一定要說「唯識」兩個字應該譯作「唯表」，這種講法就未曾經，

未經深思熟慮。

聽眾：放了落 底。枱

羅公：什麼？更弊！

聽眾：放了進字紙籮。

羅公：又不至於放落紙籮，不過你想將這種東西快些拿博士就不行。

聽眾：羅公！

羅公：什麼？

聽眾：他應該有功德造了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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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他有功德造了出來，未必會落地獄的！

羅公：他那種態度！

聽眾：他這樣將唯識變做唯表，他是不對！

羅公：是。

聽眾：但是有功德，功德就是我們很多人當看唯識時，就沒有考慮唯識的識字含有那

個「表」的意思，他將這種東西讓我們知道。

羅公：有！一早就知了！呂澂早就講過了，很明顯地現出來那樣解嘛！

represent，西方人都識，不過這樣，中國人無注意，是，都未至於，入一入地

獄就走出來那種，很快的，現在那些菩薩有時做錯了事入地獄，一入地獄就再起了，

一入做畜生即刻就死。有一個人就是這樣，伍廷芳(1842－1922)呀！你知不知道？

孫中山做大總統，臨時大總統時期的外交部長伍廷芳，他怎樣？他食齋的！但是他不

是信佛食齋，他說衛生食齋，他認為食那些肉料無益的，他衛生食齋，他又不是信宗

教的，他不信，他是證道學會的，證道學會信那個 Krishnamurti人的東西，這樣他

死，他信靈魂不滅，就與那些朋友約定，我有幾個朋友都是這樣的，大家約定，我死

了，我走去報夢給你，你先死就你報夢給我，沒有一個報的！沒有一個報的！我所知

道就沒有一個報夢的！

不是報夢，而是兒子發現，發夢發到，就不是見到父親報給他聽，就發現他，發

來一個夢，他的兒子叫做伍朝樞(1887－1934)，廣州市的市政廳長，父親死了之後

沒有幾多日，他發了一個夢，發夢就覺得、見到他的父親去，去到廣州市北面一條村

那裏，他見到父親去那裏，去那裏入去，那裏有個大肚婆(孕婦)，入到去大肚婆那裡

就不見了父親，伍朝樞就發了這個夢，不是報夢，但是他的兒子有靈感，發夢發到，

他既然如此寧信其有不信其無，而且自己做市長的，還不容易？即刻發一班人四圍調

查，有無一條這樣形狀的村，居然發現了那條村，卻並沒有細路哥出世，有一窩狗仔

出了世，生了一隻獨狗出來，本來狗仔一胎好幾只的，生一隻，現在這裏，有隻狗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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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狗)生了一隻獨仔，就沒有大肚婆。難道老爸做了狗？狗都是的！都是寧信其有！

就當他是老爸了！父親生平是政界人，不知做錯些什麼錯事都說不定的！做一下狗都

不出奇的！這樣自己走去，親自走去問他，嚇到那個人不得了！有人說這個市長，找

了幾個衛隊，做什麼？聽聞說你有隻狗出世？是有一隻狗，是嗎？他說：你想要隻

狗？是呀！我想養了那隻狗。得！送給你吧！他說，不行！我做市長的，我取了人家

隻狗怎麼行！就要給一大筆錢給他，我現在拿了那隻狗回去了。拿走了回去，回去又

彈弓床，很架勢(富貴)睡覺那樣，誰知幾日就死了，又給牠牛奶吃又怎樣，狗就是

狗，要那隻母狗來喂奶才行，你捧了牠出來喂牛奶給牠吃，結果那狗仔七日左右就死

了，我知道一個是這樣。我有一個朋友叫做黃錫凌(1908－1959)，造了一本書叫

《粵語音匯》(《粵音韻彙》)，你有沒有看過這本書？在香港大學教西方人讀中文，

黃錫凌就最信靈魂的，與朋友約定了，你死先就報夢給你、給我，我先死就我報夢給

你，我與他很熟的，我問，到底有幾個人報夢？他說，沒有，還是沒有。不止我沒

有，連黃錫凌都沒有，這件東西搞不過的，靈魂報夢這套東西也是。

好了，講回這些。這樣譯，那個「顯」字與「了」字，他這裡譯做「顯了」，是

嗎？「顯了」兩個字都譯了出來，「顯了」。「有上、有容，是未了義」，即是第一

個時期講小乘經，不是了義，他說小乘經，他說他，這些小乘經，「唯為」，即是學

小乘的，「苦、集、滅、道」這「四諦」只是為那些修小乘的人講的，「未為了

義」。即是說，小乘經、照《解深密經》說，小乘經是單對小乘人講的，針對小乘人

講的。

好了，第二個時期了，第二個時期在哪裏呢？在鷲嶺，靈鷲山，第二個時期在靈

鷲山與舍衛國那些地方，你就「唯為」，專為那些修大乘的人就講《般若經》，講各

部的《般若經》，講「空」，小乘就講「有」的，般若就講「空」，講《般若經》，

只是對大乘人講的。仍然是什麼？他說它「有所容受」，還有一些隱藏的未講出來

的，「有所容受」，有所隱藏，「是未了義」，仍然是未了義。即是連《般若經》都

不是了義，即是說小乘經偏於有，《般若經》偏於空，都是不了義。佛後來在第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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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第三時是什麼？

在密嚴國土等，第三時為發趣一切乘者，「一切乘者」即是什麼？大乘加小乘，

一方面對大乘講，一方面對小乘講，即是兩種人聽都適合的，他是講什麼？為那些，

遍為那些大小乘的人，說那些非空、非有的中道了義，怎樣叫做「非空」？心是有，

即是非空，非有是怎樣？外境無，所以叫做「非有」，講非有、非空的中道了義。你

所講的這些中道了義即是什麼？《解深密經》、《楞伽經》那些，他說它就「無上無

容」了。「無上無容」了，沒有東西高得過它了，亦沒有東西隱藏了，應有盡有全部

講出來了，「是真了義」，這些就「是真了義」。這樣，於是就說第三時教就是了義

教，第三時就是唯識教，就是了義教。這是佛自己講的，勝義生菩薩講的，就不是佛

講的，勝義生菩薩講，佛印可的。

後來，這種講法經《解深密經》傳到去西藏，西藏那位宗喀巴就作了一本書，叫

做《辨了義不了義論》，他硬扭曲來講，他說般若就是了義，講空就是了義，小乘固

然是不了義，唯識也是不了義，般若才是了義，這是硬扭曲來講的，法尊法師譯了過

來的。這本書怎樣？現在什麼才是了義？般若才是了義抑或唯識才是了義？佛自己印

可的，就是唯識才是了義。但是宗喀巴就偏偏說般若才是了義，因為他講空，所以人

人說宗喀巴很了不得，不是很了不得，我看宗喀巴就很平常。這樣，我就抬我的老師

出來了，太虛法師他有一篇東西，他說，宗喀巴這種講法，說般若才是了義，唯識不

是了義，他怎樣批評？

他說「顯違經教」，顯然是違背釋迦佛所講的經教，經教是《解深密經》，明明

說第三時教才是了義，說他「顯違經教，不可依(苟)同。」現在誰依他？印順就依

他，印順是太虛法師的弟子之一，但是他不聽老師的話，仍然是要第二時才是了義，

他是根據宗喀巴的。根據宗喀巴的那本《菩提道次第廣論》就作了一本小小的一篇東

西，就叫做《成佛之道》，作得很好，只是唯一的缺點，就是要第二時才是了義，如

果他不是這樣講，我就已經很替他宣揚這本書了。但是因為他這樣就仍然是「顯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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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所以我沒有替他宣揚。即是等於霍韜晦如果不是這樣講法，他那本東西就很流

行了！只是我替他吹都會很多人買，很多人怎樣了。我不只不替他吹，我還說那本東

西不行！叫人不要買，你不要跟他走，走錯了那條路！那就死了！就搞到凡是聽我講

的都沒有人買他那本書，是嗎？他錯了這點。「隱密故」、「顯了故」，哪些經典是

了義，哪些經典是不了義，這樣搞，《涅槃經》裏面，有所謂「四依」，佛家，佛家

最獨特的，尤其與其他宗教不同的，而歐陽竟無就根據這一點，說佛教不是宗教來

的，佛教、佛教的「教」字就是「教訓」那樣解的，根本佛教的人都不信有個天神

的，怎會叫做宗教？

第一，依據經典，不是依據我的師父，師父怎樣說就對了？不是！依據經典，依

法不依人。第二，「法」字，「法」即是經典，經裏面有文字的，文字裏面又有道理

的，到底依據那些文字解，死板板，一定依據那些文字呢？抑或是活動的，依靠文字

裏面所講的道理呢？應該依據道理，依據義理，依義，「語」即是語句文字，經典裏

面有很多語句文字，依義就不依語。不要死板，被那些字句束縛住它的。第三，依智

不依識，就兩個解法，你自己選擇，兩個解法都通，第一個解法，「智」者，智慧，

即是wisdom，「識」就是常識，common sense，我們讀佛經的時候，就要依我們

的智慧去了解，就不要依世俗的 common sense，常識去解釋，依智不依識；第一

個解。第二個解就不是了，「智」者，那些無漏智，那些聖人已經見道的，見道的有

了根本智，有了後得智，將他那些根本智與後得智所證到的境界說出來的，我們要依

他，就不依識，不要依世俗的人，一味在那些概念、在那些邏輯裡面打滾，好像那些

哲學家那樣，一大套理論，不依那些，那些是凡夫的識，不依！依據那些聖人的智

慧，這是第二個解釋。兩個都通的，你自己選擇怎樣解釋。第四、經裏面有些是了義

經，有些是不了義經，當那些了義經與不了義經兩種講法相矛盾的時候，你就依據了

義經，不要依據那些不了義經。好了，來到這裏，如果你有人問了，以前很多人問

過，問過很多大德了，太虛法師答這個問題他都不知答了幾多了。

這樣，很多經說什麼都是空的，《大般若經》由頭到尾整日都空、空、空，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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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義我們就不要依了，這樣就都依《解深密經》了，《解深密經》只有那幾卷書，

《大般若經》六百卷你都不依了？如果六百卷書沒有用的，玄奘法師這麼辛苦譯出來

做什麼？一本《解深密經》就夠了！是嗎？怎樣呢？怎樣呢？歐陽竟無 (1871－

1943)回答過這個問題，太虛法師亦回答過這個問題，這樣，答這個問題就兩位都是

這樣答法，一本經裏面，很難講整本是了義，整本是不了義的，那些不了義經裏面有

很多了義的，例如《大般若經》是講般若，第二時，一般來講它是不了義經，但是

《大般若經》六百卷裡面不知幾多了義，很多都是了義都未講到的，是它講出來的，

不了義中有真了義，但是了義經裏面又有很多不了義的，了義經中有不了義。

你以為《解深密經》、《楞伽經》那些句句都是了義嗎？都有些不了義的。例如

什麼？佛經裏面很多講了義的東西，他說什麼？譬如世界是什麼？世界是四大洲是

嗎？四大洲又有海，上面又好像一個塔那樣，須彌山上面有個忉利天，上面一層一

層，虛空裏面有天，這些顯然是與科學違反的，佛教的精華不是在這些裡，講那個天

好像塔那樣壘上去，這些就要放棄了，是嗎？因為這些都是當時那些婆羅門的宇宙觀

是這樣看法，佛就不反對它這樣的講法那樣解而已！

我們如果現在一定說科學家講給他聽，我們可以用人造衛星可以去到火星都不

信，一定要信什麼？佛講的那個須彌山旁邊有四大洲，上面有一重重天那樣，這樣才

信，這些這樣的叫做拘泥執著。了義經，《解深密經》都有講四大洲如何如何，都有

不了義的，了義經中有不了義，不了義經中有真了義。所以我們要怎樣？要用我們到

智慧去判斷才行，這是太虛法師就這樣解，依了義經有不了義。然則沒有得依？不是

的！了義經與不了義經相矛盾的時候，你就依了義經，如果不相矛盾就兩者並取。

那些了義經裡面沒有講，而不了義經講的時候，不妨依它，這個叫做「四依」。

所以歐陽竟無就根據這一點，在南京高等師範處演講，這本書，你們怎樣？將來你們

看霍韜晦編的那本佛學教科書有這篇〈佛法非宗教非哲學〉，(《佛法非宗教非哲學

而為今時所必需》)佛法不是宗教來的，亦不是那些普通的這些哲學，佛法就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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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佛法就叫做佛法，不能叫它做宗教，亦都不能叫它做哲學，何解呢？他講了一

半，佛法非宗教講了，佛法非哲學由於時間夠了，沒有講，他講佛法非宗教是怎樣？

他說，一般所謂宗教的第一個條件，一定要相信有個創造主、神，佛教反對有創

造主，反對有一神，不合「宗教」這個定義，這是第一。第二，佛教、不是！凡是宗

教就一定有本聖經，這本聖經不容許你懷疑，不容許，連到批評、討論都不行的，絕

對的。佛教說不是，佛教是明明是佛講的，又要怎樣？又要有了義、不了義，不了義

就佛講都不聽，要了義才聽，了義、不了義要訴諸我們自己的智慧，這些無所謂絕

對、不可搖動的聖經。所以佛教從這一點來講又不同於宗教。

第三點，凡是宗教，一定要對創造主一定要怎樣崇拜，要如何，佛教可以不用

的！你日日去拜佛固然是你有拜佛的自由，但是有很多禪宗的大德根本一世他都不去

拜佛的，佛即是我的心來的，不用拜的。禪宗人是這樣的。他們說，沒有說一定要非

崇拜不可。沒有的。由這幾點來看，佛法不是宗教。不是宗教是什麼？佛法就是佛

法，佛法者，令我們、教我們如何去證大菩提，證大涅槃的way與辦法。

他說，現在的哲學整日在概念裡打轉，佛家是最重要是現量體驗的，不同的。當

時影響很大的，五四時代的時候，佛法非宗教、非哲學，這篇東西不可不看的！影響

力非常大的。好了，夠鐘了。就講到這裏，講完下面丑三，丑三，類釋。如是等類當

知名叫做遍知義了。解釋這個「遍知因」了，「遍知義」了，什麼叫做「遍知因」？

什麼叫做「遍知果」？什麼叫做「於此覺了」？就留下星期了。

聽眾：90年 4 月 22日。多謝！多謝！

羅公：能夠、釋迦牟尼佛第一次轉法輪、第一次說法的時候，他就對那班比丘講，說

這個世界是苦的，人生是苦的，是嗎？

「苦應知」，這個人生與世界是苦的，大家應該知道。第二，應該知，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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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字不是說應知就算，是應該「遍知」，「苦」應該遍知，「遍」者，完完全

全，不是只知道一下，完完全全了解，這樣就叫做「遍知」，這樣，然後就「集應

斷」、「滅應證」、「道應修」，這樣就四諦法門，講完一次他又再重複講一次，第

三次又重複講，就叫做「三轉法輪」，是這樣來的。這樣，好了，最緊要是「遍知」

是嗎？何解？我們怎樣才可能「遍知」呢？我們現在知，我與你大家都是知而已！未

必是體驗到「知」的，知有很多種「知」的，是嗎？隔離二叔公與二叔婆昨晚上打

架，我們可以知，但是我們不得「遍知」的，何解？他怎樣打法？你怎知？是嗎？你

又看不見他們打，這樣不能叫做「遍知」，「遍知」者就是完完全全了解，連他們吵

架的原因都了解的，這樣叫做「遍知」嘛！何解這個世界的人生是苦的？我們應該

「遍知」，世界與人生是苦的，我們得個講字而已！

這一頭講是世界是苦、人生是苦，那頭就沉迷，拼命賺錢，拼命享受，那些人拼

命去種因的。不是「遍知」的，他們不得「遍知」的，略略知道一下而已。怎樣才是

真正「遍知」呢？就一定要怎樣？體驗，直接體驗到的，怎樣叫做直接體驗？六祖就

講得很好了，他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你聽他講，得個「講」字沒有用的，

你最好自己去試一下，看它冷成怎樣？暖成怎樣？是嗎？這樣叫做「遍知」，「遍

知」是一定要直接體驗到的。這樣有什麼辦法？我們整天講這個世界是苦的，有什麼

世界是，不是！有什麼辦法令到我們體驗到？完完全全知道這個世界是苦的？

現在講到這裏你會問了，是苦的我們不知？苦的不就是八苦，生苦、老苦、病

苦、死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我們都知，是，你知道，憎怨會苦你都知，五陰盛

苦你就不容易知了，「五陰盛苦」是什麼？即是有了身體之後就帶來很多痛苦的，這

些苦，即是除了那七種苦之外，其餘因為你有了這個身體，你就有了苦了。不用說，

譬如你一個老人，我曾經在電視裡看過，有個記者訪問老人院，問了一個老人，問

他，你的衣食搞不搞得定？他說，我有。政府有沒有津貼你？他說，有，在香港，食

都還好。子孫有沒有看你？有。又問他：你現在想什麼呢？他說：我現在想死！何解

你想死呢？你這樣好，子孫個個禮拜來看你？他說：嘿！你不知道，我那種悶法無人

有的，那種孤寂，子孫來看一下，看看他就要走了。有得你食？我不是豬不是狗，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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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狗有得喂就可以了，我還有很多，我是人來的！我很悶！悶到極！

我現在想那樣不能得那樣，想去行一下又不行，想去買東西，錢就有了，想去買

東西又不行，你不知道了，你未做到我們這樣你不知道的。他對記者說，所以我現在

沒有什麼興趣，對世界、對人沒有什麼興趣，所以最好就死！那個老人這樣講。這樣

即是說，何解這樣？這樣都是苦，這不是什麼？又不是生苦、也不是老苦、又不是病

苦、也不是死苦、又不是求不得、又不是愛別離，總之就是悶！一個人寂寞的時候他

就會苦的。不知道那種苦，有那種苦的存在，當你後生的時候，你是不知道那種苦

的，當你真正老成這樣的時候就知道了。

聽眾：我現在知道呀！

羅公：你現在就知道嗎？你聰明些。

聽眾：知道都不是那麼容易避免的。

羅公：什麼？就是知道，你不能避免。

聽眾：這樣你食完又是坐，那樣做什麼？

羅公：這樣，即是說那種苦，真正的苦，「五陰盛苦」很難體驗得到的，「五陰盛

苦」我們讀書的時候可以讀到，知道，我們十幾二十年前我們讀書都知道，但

是真正體驗，體驗不到的。例如好像那個老人家那種很寂寞那樣苦，你就體

驗、我們就體驗不到了，是嗎？叫做什麼？「勝義苦」，即不是苦的「苦」，

境界很優勝的智慧然後才體驗到這種苦的，那種叫做「勝義苦」，那個「勝義

苦」例如是哪些？例如老子有一句話，「吾之大患在吾有身」(「吾有大患，

及吾有身」)，老子說，我最大的憂患就是我這個生命。

聽眾：又要煮飯，又要吃飯，不用煮飯就好了。

羅公：什麼？他說如果是沒有輪迴，沒有東西的就沒有問題了，一粒山埃夾件蛋糕吞

下去就行了，是嗎？

很容易的！最怕有輪迴就有問題，沒有輪迴就不是問題，有輪迴、沒有輪迴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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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百了，是嗎？一粒山埃就得了，你走去那些學校實驗室裏面，偷一粒山埃就都搞定

了！但是最怕你有輪迴，有輪迴，再來一世比今世更慘，你就夠弊了！這樣老子就這

樣。我們有一條船，將它藏了進去那個山谷裏面，蓋住它，埋在泥裏面，乾透它，不

給它爛，「可謂固矣」，他說可以堅固了。你不知道，夜半的時候有個有力者，將它

來運一下，運一下就成條船被他運走了，即是什麼？即是說你以為我很穩固的船，那

條船會爛的！一年不爛，兩年爛，兩年不爛就十年都爛的！沒有不爛的，那個有力者

將它運走，你以為真是有個上帝將它來運走嗎？有個閻羅王將它運走？其實是那個時

間遷流，那個所謂「無常」將它來運走的。莊子都體驗到這種東西。

所以這種所謂「勝義苦」，我們不知道的。這樣即是我們不夠「遍」，我們不夠

「遍」。「遍知」，怎樣令我們「遍知」呢？最好就修行，修行，修行什麼？修行都

有節目的，你說看戲，看戲都有個節目的，修行的節目就是什麼？菩提分法，菩提分

法，三十七種菩提分法任你揀(選)，「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

支、八正道」，這些你肯依著這些去做，就令你「遍知」的，「遍知」的「因」了，

這個「因」。他解了：「言遍知因者，當知即是能取前二菩提分法，所謂念住或正斷

等」。

這個何解呢？「言遍知因者」，所謂「遍知因」，我們應該知道，即是「能

了」，這個「取」字當了解，能夠了解「前二」，「前二」是什麼？「前二」即是子

一、「遍知事」，子二、「遍知義」，能夠了解前面的兩種東西的菩提分法，所謂

「菩提分法」就是，「所謂」即是就是，就是什麼？「念住」、「四念住」及「正

斷」，「四正勤」，「四正勤」如果，亦名叫做「四正斷」，因為他勤力去斷除煩

惱，所以叫做「正斷」，等就「等」什麼？

「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那些了，就叫做「遍知因」。依住那個「因」

去修行就得「果」了，得「遍知果」了，子四就解釋怎樣叫做得「遍知果」了。然後

分兩段，丑一、丑二，丑一就牒，你看佛經時時會看到那個「牒」字的，那個「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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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當什麼？複述，repeat，複述，複述以前的東西，複述。子二就正釋，正式解釋。

「得遍知果者」，即是「牒」，即是複述以前，再提以前，怎樣「得遍知果」呢？下

面正釋了。

丑二，正釋又分兩段，寅一、寅二，寅一就釋「無為果」，寅二就釋「有為

果」。我們修行就要得「果」的，得「果」，我們的「果」有兩種，一種就叫做什

麼？「無為果」，「無為果」即是什麼？煩惱不起，生死輪迴的苦果不現，證得涅

槃，那時就叫做「涅槃」，那種果就叫做「無為果」，即是證到涅槃，涅槃是無為法

來的。第二就是「有為果」，怎樣是「有為果」？我們修行，不是說證到涅槃就永遠

入了涅槃就了事，如果你是修行大乘的，你還要怎樣？除了證得涅槃之外，你還要怎

樣？佛的有為功德，佛有好多功德的，還有什麼？

佛又要乘願再來，乘願再來，永遠來度眾生，這個永遠度眾生的身體都是有為法

來的，這些叫做「有為果」。總之我們可以這樣說，「無為果」即是大涅槃，對「涅

槃」兩個字都應該要「遍知」，「遍」我們現在是沒法「遍」了，不過就要知道一

下，比較知一下，涅槃就記住！令我們生死輪迴的苦的「因」滅了，苦的「因」滅，

苦的「因」即是什麼？煩惱，貪、瞋、癡等煩惱與那些有漏的「業」，有漏的善業、

惡業。苦的「因」了，煩惱與業，這些是苦的「因」，由苦的「因」就得到苦的

「果」，苦的「果」就是什麼？苦的人生，輪迴、生死。由苦的「因」得到生死輪迴

的「果」，這種苦的「因」與苦的「果」都永遠寂滅，苦因、苦果都永滅，苦因、苦

果都永滅，就不是等於消滅，沒有了，苦因、苦果都永滅之後的那種情況，那種

state，那種情況，那種情況叫做「涅槃」。明不明白？

苦的「因」、苦的「果」都滅了之後的那種那樣的情景就叫做「涅槃」，記住！

叫做涅槃。大涅槃！這樣涅槃有大、小嗎？一得了涅槃之後就永遠不入世了！佛晚年

就鬧這班人！說這些人是「焦芽敗種」！無用的！很小，氣量太小，他是主張怎樣？

主張得了涅槃之後要入世，不止我們證得涅槃這種無為的情景，還要有有為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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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永遠不入涅槃的！但是他隨時可以入涅槃，他在定中的時候就體驗到涅槃的境

界，但是他不入涅槃。那種即是叫做「無住涅槃」，這種「無住涅槃」就叫做「大涅

槃」，大涅槃，當你大涅槃的時候，大涅槃就「無為功德」，你說他有個「有為功

德」是怎樣？大菩提了，「有為功德」。菩提是有為法來的，不是無為法，這樣大菩

提是什麼來的？

現在整天開口又說菩提，閉口又說菩提，學佛的人，到底菩提是什麼？菩提是譯

音，bodhi那個字，與英文身體的那個 body的音一樣，bodhi，菩提，「菩提」

者，「菩提」者，即是覺悟，是什麼？分析起上來就四種東西，內容就包括四種東

西。第一種，我們的、平時我們的生命都是含藏很多那些染污的種子的，平時我們的

生命因為含有很多染污的種子，所以我們的生命，平時我們的生命都是不夠純粹，不

夠潔淨的，這個就叫做「阿賴耶識」，壞的，不是好的。

但是一到你成佛之後，一得大涅槃，當你得大涅槃的時候，在那一秒鐘，同時在

那秒鐘裏面，你就毀滅了那個「阿賴耶識」，毀滅了你那個原來的舊時的生命，當你

毀滅了舊時的生命的時候，新的生命又開始了，這個新的生命何解是同時呢？他就這

樣解，好像如秤兩頭，即是天平的那把秤的兩頭，這邊低的時候同時那邊就高，當你

的「阿賴耶識」一滅，「第八識」一滅的時候，那個新的生命就是開始，那個新的生

命就叫做「庵摩羅識」了，《楞伽經》，那個新的生命《楞伽經》說叫做「庵摩羅

識」，那個是新的生命，那是佛的生命，「庵摩羅識」。

那個「庵摩羅識」開始的時候，我們的「阿賴耶識」是機械的，就好像一部電腦

那樣，沒有主宰，沒有東西的，那時的「庵摩羅識」是有個智慧，有個 wisdom

的，我們就是，我們平時就沒有 wisdom的，表面上是有，這個意識有的，平時我

們的「阿賴耶識」就沒有 wisdom的，那個我們的生命，即是我們的生命來的，外

教就叫做「靈魂」，沒有智的，盲目的，所以我們要打倒它，我們所新獲得的「庵摩

羅識」是有個「智」附屬的，心所，附屬在那裏，那個有智的心所有附屬在那裏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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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要它叫做「識」，叫做「大圓鏡智」，「大圓鏡智」本來就是那個「庵摩羅

識」附屬的作用來的。

聽眾：羅公！「庵摩羅識」怎樣寫？

羅公：什麼？

聽眾：那個「庵摩羅識」怎樣寫？

羅公：什麼？

聽眾：「庵摩羅識」。

羅公：「庵摩羅」？ malaā ，譯音，叫做什麼？叫做「無垢」，「無垢識」。

聽眾：是不是有個「白淨識」？

羅公：什麼？

聽眾：「白淨識」呀！有沒有？

羅公：沒有這個名詞的！

聽眾：沒有？何解我好像……

聽眾：羅公！「阿陀那識」？

羅公：同是那些。

聽眾：是嗎？

羅公：我們這個識就藏著那些貪、嗔、癡。

聽眾：我記得《解深密經》、《楞嚴經》都有的！

羅公：《楞嚴經》抄的！這本東西假的！我講給你聽！

聽眾：抄得幾好！

羅公：好！假古董很多都是的真東西的！是嗎？你買齊白石的畫，假到好像真的一樣

的！我的朋友專寫齊白石的畫，賣幾千元一張，我朋友替他寫五十元一張交給

人而已！「阿陀那識甚深細」，是嗎？你讀過沒有？「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

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這四句。好了，《解深密經》就無人夠膽說

它是假的，它幾個譯本的，而且它譯的時候有政府證明的，即是你那張契有政

府證明就沒人說你那張契是假的，但《楞嚴經》沒有的！說它是私人整的！

《解深密經》有四個譯本，其中一個就是這樣譯法，即是《楞嚴經》那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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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是在那本抄的，「阿陀那細識，習氣成瀑流」，

聽眾：真碰真？「習氣成瀑流」。

羅公：後面那兩句改了，改了，中國人很多人作假經的。身根等於英國人叫身體做

body，是嗎？好了！你說 body者身體也，bo者身也，dy者體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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