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般若，空宗的般若是這樣的。那個《大智度論》，你讀《大品般若》的時候用來

參考。《大智度論》是中國有而已，日本人就懷疑它，是中國人作的，不是翻譯的。

但是這種懷疑就不合理，應該是翻譯的。翻譯了，不過就被剪裁了很多，是事實。它

說明是剪裁的。不過你讀完《大智度論》，都不知道《大般若經》講甚麼的。確是不

知道的。太虛法師講得無錯，龍樹就作《大智度論》。

《大智度論》，「汪洋恣肆哉，然意莫得其統緒」，便是這樣說。所以，跟《現

觀莊嚴論》分不開的。希望你們各位上了這課之後，對於研究般若學，就有了一個基

本的方法。你如何去擴大它、如何去修出結果，就是各位的事了。這樣，還有甚麼問

題問我？

聽眾：羅先生，你上次講五重觀。

羅公：你說，我說的唯識觀嗎？

聽眾：你上次講……

羅公：有人問說唯識觀，修觀的時候，唯識觀是怎樣？是嗎？

聽眾：不是，你說五重唯識觀。

羅公：五重唯識觀是怎樣？是的。我上一次寫過那個甚麼？「名事互為客」，是嗎？

那個四尋思得四如實智講了。

聽眾：四如實智未解釋。

羅公：即是四尋思的結果，所得結論就是得四如實智。

聽眾：那麼是甚麼智？有無甚麼名字。

羅公：名尋思所引的如實智；事尋思所引的如實智；差別尋思所引的如實智；自性尋

思所引的如實智。

聽眾：即是不是大圓鏡智那些？

羅公：不是、不是，不是那幾智。這四個如實智是有漏和無漏的，主要就是加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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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漏，不是一定無漏的。大圓鏡智那四智是佛果四智來的。

聽眾：為甚麼空宗的人無對《心經》、《金剛經》、《般若經》造釋論？就算是《大

智度論》都無正式解釋？即是不想解釋到很徹底？

羅公：《金剛經》又是這樣解釋，又是彌勒菩薩解釋。

聽眾：是否全部都是我們認為它是有宗解釋《金剛經》，無著、世親都是唯識宗的。

這些反為不是空宗的解釋。

羅公：空宗的人不擅長於組織。別人有組織，他們就要破。

有組織都不對的。無就是更妙。這樣的，是嗎？當時是這樣的，龍樹甚麼都要破

的。佛甚麼都講因緣的，甚麼都是因緣和合所生的。無我。無著(應為龍樹，口誤)開

首就破因緣，觀因緣品就是破因緣的。破那個甚麼？你看他破因緣，「因緣次第緣，

緣緣所緣緣。四緣生諸法，更無第五緣。」先述了，一直破下去。觀因緣品，簡直連

因緣都破的。即是這樣，世俗諦裏面就有因緣講，勝義諦裏面連因緣果報都無的。最

重要就是證得勝義，勝義裏面，甚麼都無這類東西？你講《大般若經》裏面，那麼多

架構都是世俗諦裏面的東西。

勝義諦就無這套東西，是這樣。這種這樣的做法，初期就很好的，後期就難搞

了。後期，那些講空宗的就要怎樣？要講結構了。到甚麼？到月稱就要講結構了。月

稱的《入中論》，他就罵唯識，是嗎？但他就取唯識的結構。又要講菩薩戒，又要講

怎樣修行的，怎樣的都是取唯識宗的結構。總之就這樣，月稱和月官辯論了七年，辯

論了七年之後，那些聽眾不耐煩了，叫他停止了。大家就獻一首頌，是嗎？記不記得

那首頌？實在這首頌是現在都適合用。空宗的害處很大的。辯論，難勝就是彌勒的名

字，阿逸多菩薩。你念《阿彌陀經》，有一個阿逸多菩薩的。

阿逸多菩薩便是難勝了，彌勒無著菩薩的論。講到組織架構，是彌勒菩薩。後

來，護法以後那些就離得太過瑣碎。由彌勒到護法的還可以，護法以後就差點。唐朝

那班人窺基法師和圓測法師，說《大智度論》是提綱挈領。其餘日後那些人，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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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理那些就是瑣瑣碎碎了。如果你們有機會，最好就……如果你現在讀佛經，好難找

一本經總括全綱的。你就總括大乘的全綱那樣，它還可以。但是已經偏於有宗的，

《解深密經》可以。《解深密經》是難看，圓測法師的注不難看。圓測法師的注，有

一部份，我將圓測法師……

我是這樣看的，我看圓測法師的注，你學我這個辦法，都幾好的。將圓測法師的

注，讀疏，將他每段的科文，加甲、乙、丙、丁，他本來沒有加的，寫成一個科文

表。就將那些經文抄入去科文表。那麼，之後，圓測法師那本疏，你用那些螢光的

筆，它連著幾個解釋的，很豐富的，你自己抉擇。有些他抉擇了，圓測法師他替你抉

擇的。譬如有三種解釋。

「雖有三釋，後釋為勝」。即是說它釋有三個解釋，後面最尾的解釋為最好，你

怎樣？遇著這樣的，你就將螢光筆畫了那個後釋，對著它畫了出來。其餘那些篩了

它，不要它，留在參考，不是說燒了它。即是說我要就要那些畫了螢光筆的。遇著那

些平排的，不加抉擇，連舉兩、三個釋在此，即是他覺得三個解釋，各有各好的道

理。

他就不講那個勝的。這個時候，你就自己選擇了。你自己選擇便可以了。怎樣選

擇？你很容易選擇的。有幾個不同的釋，不外的那幾個人有，一是世親、二就無性、

三就親光、四就唐朝三藏法師玄奘。幾個解法。你看一下誰的比較可靠些。如果有唐

三藏法師解釋的，你直接相信他都可以了。因為為何？經過他過濾，親光的書又是他

翻譯，世親的書又是他翻譯，幾本都是他翻譯的。

他都說這樣解釋了，就特別接近這個了，你肯定相信他的做法。有三藏法師的釋

義就取他的。無的又怎樣做？無的，你就要比較了。比較之中，大概世親的最可靠

了。是嗎？但是世親解釋又不一定很好的。有時候，那個親光解釋得更好。那個好的

解釋，當然就是親光菩薩，解釋得最好，那你就要用他的，自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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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了，就全部要用螢光(筆畫好)，每一品就用螢光筆畫了它之後，你就將它怎

樣？你寫在那些科文表、抄在經，每段就留空一個位。你將用有螢幕筆畫的(部份)剪

了它出來，貼了在那些經文後面那處，那麼便是一本注了。《解深密經注釋》，《解

深密經圓測疏節要》，我有一本的。《圓測疏》的節要。《解深密經》一通，你就把

整個大乘佛學的綱領明白了。《解深密經》第一部就是勝義諦相品……

聽眾：序品。

羅公：序品，序品只是講淨土的十八甚麼的。

那些跟義理無甚麼大關係的。都可以的，第一品就是序品。即是他講淨土的十八

圓滿相的。其實序品很有可能是後人加下去的。以前翻譯那些都無序品的，講淨土怎

樣有十八種圓滿。不過，這個序品有這個好處，就是甚麼？跟《十地經論》一樣，就

講淨土的十八個圓滿相。如果有人問你西方極樂世界是怎樣？你可以取十八圓滿相，

還講得詳細過《阿彌陀經》。除了這個序品之外，就是正宗分是第一品，就是勝義諦

相品。勝義諦相品就是講，勝義諦就是真如了。真如是怎樣呢？現在人人對真如(解

釋)最統籠，舉出五種真如的特性。有五個相。真如是無相，無相之中，它都有一個

情況的。真如有五種情況，舉出真如有五種相。

當你一看到之後，所謂真如是怎樣的一回事？講本體了，由這個真如所顯現而成

為現象界的，最基本就是三自性了。有宗的三自性， 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徧

性。跟著勝義諦之後，講三自性品。空宗是講無的，空的。所謂空便即是三無性。跟

著就是三無性了，第三品就是三無性。相無性、生無性、勝義無性這樣解釋。講境就

不外這麼多了，跟著講行、果。

講行果就是心意識品，講阿賴耶識。跟著，教你甚麼？修，修止觀了。分別瑜伽

論，三藏十二部經裏面，教人修止觀的最好就是《解深密經》的〈分別瑜伽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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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些無知的人就說天台宗教止觀最了不得。笑話，那些人未讀過《解深密經》的

〈分別瑜伽品〉的講法而已。如果你是讀過〈分別瑜伽品〉的人，你就知道它是第

一。行，跟著最後就講如來出現品，成佛。中間就有一些講種姓，抉擇這部經。譬如

這個甚麼？佛談到甚麼？

三時判教就是那處來，講種姓。譬如你說這樣，佛在一個地方就說，有些眾生不

能成佛的。但是有些地方，好似《法華經》那些，說一切眾生都能成佛的。那麼，哪

個說法對呢？然後抉擇。一切眾生，有些成佛，有些不成佛，這些是真實義。說每個

眾生都成佛的，這些是甚麼？這些就是佛說《法華經》的時候，專對那些不定種姓的

人講的。因為那時候佛說《法華經》的時候，那些不能成佛的、無佛種姓的離席、離

開的。你一讀方便品，你就知道的。這些就無成佛種姓了。

聽眾：五千人離開。

羅公：甚麼？

聽眾：五千人離開。

羅公：是的，走光了。這樣，對於整個佛法的抉擇，《解深密經》最精闢。

如果你說一定要找經中之王，並不是《楞嚴經》，亦不是《華嚴經》。而是《解

深密經》，你讀一下便知道。好了，我答應說要講這個五重唯識觀。現在不要講其他

了，因為時間不夠，我再講。因為很多人是唯識宗修觀的，無著菩薩在《攝大乘論》

講，四尋思就引出四種如實智，是嗎？那些是很難修行的，是嗎？即是你難以解釋，

窺基法師就將它這些推廣。就造了很多經論，來到教人修的唯識觀。他認為修行唯識

觀，由淺到深有五個層次。五個層次叫做五重唯識觀，五重唯識觀，窺基法師在哪本

書講呢？講到這處，就得介紹你們讀這本書了。

他在這本書講的，有一本書叫做《大乘法苑義林章》，是窺基法師將自己學佛的

心得寫出來的。你想看窺基法師的學問，就看《大乘法苑義林章》。這套書就是學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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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人必須讀的。《大乘法苑義林章》很豐富的，很大套的。你又知道窺基法師的文

字是最難讀的，有甚麼辦法呢？有，《大正大藏經》裏面，續藏，《大正大藏經續

藏》，續那部份是日本人寫的。有一套《大乘法苑義林章獅子吼鈔》就是日本人造

的。《大乘法苑義林章》裏面，將《大乘法苑義林章》來注釋的。這部書是那些日本

人(注)這套書的毅力，那麼大套書，他們都走來注釋。

很值得我們佩服的。那你買都買不到這套《獅子吼鈔》。你要怎麼辦？兩個辦

法，你去圖書館揭一下《獅子吼鈔》在第幾卷，在《大藏經》裏面。你就寫信去新文

豐(書局)，「我只買這一卷。」那他就寄給你。現在二百元一冊。我前幾天走去買兩

冊，因為我有兩冊帶了去加拿大。這處補回兩冊。二百元一冊，不是，我費事寄匯

錢，我去廣華書局找老葉，二百元一冊。你就選了那一冊，要那一冊，就買那一冊。

你買這冊就把窺基的《大乘法苑義林章》搞掂。

《大乘法苑義林章》裏面，甚麼都有的，凡窺基所學的事差不多都有，都有在裏

面。你可以叫做甚麼？慈恩派的、唯識宗慈恩學派的百科全書。這套書裏面有一章，

它叫義林章。法苑者即是指佛法，義林，義者即是義理，義理之林。法的花園，苑就

是 garden，那個佛法的 garden 裏面，義理即是 philosophy，philosophy的樹

林。那個法的大 garden裏面，philosophy的樹林，即是說甚麼？其實就是窺基自

己的義林。

裏面分章的，甚麼章、甚麼章，譬如講二諦，它有〈二諦章〉。講這個六離合

識，它有一個八轉識那些又有章的。這樣裏面有一章叫做〈唯識章〉，《大乘法苑義

林章》叫做〈唯識章〉。〈唯識章〉，你想只看〈唯識章〉，你又怎樣？你走去這處

的圖書館，影印《大乘法苑義林章獅子吼鈔》裏面，〈唯識章〉那部份的十頁、八頁

鈔，即是我這個部份做注的解釋。是嗎？就不用買了，是嗎？

聽眾：梅光羲有一個疏釋很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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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

聽眾：梅光羲，(有一本)很薄(的疏釋)。

羅公：是，我知道。

聽眾：很薄的。

羅公：梅光羲那本都是在這處抄過去。

聽眾：不過難看得懂。

羅公：是的，不難看懂。不會難看。梅光羲的都不會難看懂的。梅光羲的文字不「㪐

」㩿 (不流暢)。除此之外，就有一套，有得賣的，就是梅光羲所造的《大乘法

苑義林章唯識章注》。是嗎？就是梅光羲的，這麼就足夠了。講五重唯識觀就

是這麼多了。足夠了。你說再找一些淺些的。有，《太虛叢書》。太虛法師，

《太虛叢書》有《五重唯識觀講錄》，太虛法師有講錄。這本就淺、通俗了。

聽眾：太虛有一篇文章介紹……

羅公：五重唯識觀？

聽眾：這個唯識章的……

羅公：這個我知道，我讀過，叫做《大乘法苑義林唯識章的講錄》。

是的，淺，它很淺。淺在它解釋一下文字而已，無甚麼發明。太虛法師的文章都

是甚麼？將佛法來通俗化，你說他要抉擇甚麼發明的，無的。他跟歐陽竟無不同，歐

陽竟無就反對通俗化的。他要抉擇義理的。好了，這樣，你有書了，有書之後，你就

聽我講完之後，我講只是講大綱給你們聽。

你聽完就找一些書回去看。當我們……你想見道，必然要修止觀。止就叫做奢摩

他，觀就叫做毗婆舍那。止，在六波羅蜜裏面，就屬禪定波羅蜜。觀在六波羅蜜裏

面，就是般若波羅蜜。那麼修止觀的時候，一定是先學修止。即是正途就是這樣，先

學修止。修止成就，然後修觀。修止，怎樣修行？你就看九種心住，即是九個層次修

止。九個層次修止是哪裏來的？《瑜伽師地論》裏面和《解深密經》的。那麼，怎樣

能詳細知道九種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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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介紹你看兩本書，一本是王恩洋的《人生學》，很多人看過。王恩洋的《人生

學》裏面，有一部份叫做《大菩提論》。是嗎？《大菩提論》裏面，有一章教你修止

觀的。裏面很詳細教你怎樣用九種住心修止。我不講了，是嗎？你自己看。這樣，在

香港，九種住心修止，(是)《解深密經》和《瑜伽師地論》的(修行)。有一個西藏人

的黃教喇嘛宗喀巴，就造了一本《菩提道次第廣論》。就將那九種心住來詳細解釋，

解釋得非常之好，你看《菩提道次第廣論》裏面，有一章專門教你修止觀的。

修止的時候，九種心住。我曾經將它來到解過，我解釋的時候，那個王聯章和果

通法師就去聽我講經，聽我講之後，果通法師就大讚賞這九種住心，不是稱賞我，是

讚稱那九種心住。九種心住，就叫王聯章將我所講的，來到(記)錄了。後來，果通法

師死了，王聯章就在普明佛學會講，是嗎？就講，講了就印了出來。就只講修止的，

講得夠通俗化。如果你初學想容易看，不妨找王聯章的普明(佛學會)，普明不知道哪

裏？有一章講修止的。

聽眾：它分六期的。

羅公：是的，又講修止的，很多人有的。

好了，修止成功，怎樣叫做成功？修到全身起了輕安。由起輕安……未起輕安之

前，你的身體就會震動的，好似觸電那樣的，可能有些氣，走遍整個身體的。你就不

要理會它，現在的人錯誤，就錯誤在以為這些是好事，殊不知是低級的。不是好事來

的。為甚麼？這些是普通生理的反應，有甚麼好？即是說表示你現在還是很低級，都

未曾入到很定，是這樣解釋的，還在「滴滴迫迫」。還有隨屋轉，還有一些跳的，有

些舞手弄腳，這些就是低級了。

這樣，當它「滴滴迫迫」時候，你不要理會它，即是說你緊張。即是說你的身心

還緊張，所以有這些現象。為甚麼你會這麼緊張？即是說你未可以。是嗎？所以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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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著這樣的時候，你怎樣？那條脊骨就要(擺)正，那個胸就略略挺起，手就垂下。脊

骨就不要彎曲，這樣站，全身的肌肉放鬆，全身全部放鬆。

只是那條脊骨正，放鬆、放鬆、放鬆，當你完全放鬆之後，放鬆後，就無緊張，

你就會停了。它一停了之後，你就會覺得甚麼？全身就好似輕快安穩那樣，你整個人

就會怎樣？好似無了重量一樣，你的身體就好似一個橡皮人那樣，橡皮人被溫水灌滿

了，很舒服那樣，有一種這樣感覺。那時候就好似飄飄零零的感覺，是嗎？你記住，

有些人以為他見性，他就錯了。這個叫做輕安。輕安充滿了。當他輕安充滿，「滴滴

迫迫」的時候，叫做初禪近分。

即是輕安未充滿之位也。到輕安充滿之後，就不動了，到輕安充滿之後，全身毛

管都充分輕安了，那時候就叫做入了初禪。當你入了初禪的時候，叫做修止成功了。

修止成功，你就可以修觀了。你說我未成功，我修一下(觀)可以嗎？可以，那些叫做

學一下修止觀。學一下修觀，不是真正修觀，入了初禪才是正式修止成功。初禪以前

的止叫隨順止，初禪以前的觀叫做隨順觀。

修止成功就是修觀。空宗的人就修空觀，唯識宗的人、密宗的人就修四尋思、四

如實智，或者中國人就修五重唯識觀。其實五重唯識觀都是印度的，照搬過來的。這

樣，如果你是密宗的，你就修那些阿字觀之類，都是要起輕安時候修行的。不是的話

就無用。如果你是華嚴宗的，你就修法界觀。天台宗，你修甚麼？一心三觀。小乘的

修不淨觀等等。大乘空宗就修空觀。那你修唯識觀，就修五重唯識觀。先休息一會。

第一重就是遣虛存實的唯識觀。他寫就寫顯虛存實識的。那個識字就是唯識觀的

解釋。怎樣叫做虛呢？實我實法，名之為虛。我們眾生就執著離開我們的心之外，有

實在、有自性的各個我，有實在、有自性的事事物物。離心而可以單獨存在的我、

法。那麼，這些離開心、離開我們的識而可以獨立存在的實我、實法，就是虛的，虛

妄的、不實在的、假的。而這個眾生所執的我和法，不過是我們的識上、識所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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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所執的實我、實法都是我們的識所變現的相狀上，起 計所執、起執著，執它為徧

是我，所以它是不存在的實我、實法。

所以我們要遣了它，遣者除也，我們修止觀的時候，修觀的時候，除去、排除了

那些實我、實法意念，實我、實法的執著排除了，遣了那個虛。但是，識所變現的相

分和見分，卻是存在的。所以，名之為實。這個實和這個虛相對來講，不是說好似真

實的真如來解釋。那些虛的實我、實法，我們要排除了它，那些識所變現的相分和見

分，我們先保存它。即是說我們第一種最初級的觀，就是觀心識之外的實我、實法都

是虛妄、不存在的。

但是我們識所變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和每個眾生等，這些相分和我們心識的活

動見分，就不是沒有的，卻是存在的。既是存在的，我們姑且名之為實，我們先保留

它，不要排除它。在觀裏面就怎樣，一切東西都是唯識所現、所變。除了識之外，甚

麼都沒有。所有我們所見、所聞都是識所變的相分和見分來的。這樣想的時候，就變

作觀了，是嗎？當想到結論了，一切實我、實法都無的，都是識所變的。所以，實

我、實法都無的，我現在的識所變的相分、見分是有的。

想到這處就不再想了，就是止了，又再止了。止到你的心又亂了、又有懷疑的時

候，又重新觀。觀到有結論就止。不斷返觀、返觀，那麼便熟悉。熟悉的時候，你怎

樣？一坐(禪)的時候，就覺得識所變的而已。就是這樣。那時候，一就叫做甚麼？現

觀了。明白嗎？就叫現觀了。那些是甚麼？初級的現觀、有相的現觀了。第一重。那

麼甚麼時候開始修？一初入去學修，就要學修了。直至到你入到地，見了道都仍然修

的。這個遣虛存實，時時都修行的，遣虛存實，明白嗎？遣虛存實者，遣了這個實

我、實法，而存有識所變的相分、見分。

遣虛存實。但是這樣都是一個唯心論者而已，只是這樣都不可以見道的，是嗎？

這樣只是一個唯心論的哲學家而已，是嗎？不是證到真如。第二步了，就是捨濫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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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我們瞭解遣虛存實了。剛才講識以外的實我、實法是無，識所變的相分、見分，

這些的假我、假法是有。是嗎？相分、見分裏面，相分是有形有相的，眼所見的顏

色，是眼識的相分。耳所聽到的聲音，是耳識的相分。鼻所聞到的香臭，是鼻識的相

分。

舌嚐到的咸酸苦辣，是舌識的相分。身所摸觸到的軟硬輕重，是身識的相分。意

識所想的那些很多的 idea、那些觀念和 concept、概念，這些是意識的相分。第七

末那識，執那個我不過是甚麼？第八阿賴耶識作本質所現出來的相分，現在第七識的

相分。所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這些不過是阿賴耶識的相分。相分多數有形有相的，

恐怕容易被人執著，說它是心外有，仍然是濫一些。很容易被人誤會、濫，明不明

白。我們捨棄了它們。不要相分，相分是濫。我們觀的時候，觀甚麼？觀只有相分是

甚麼？相分由見分變的。見分不起，相分就不生。

所以，我們只能觀有一個見分，那個相分除去，不理會它。不實在，因為為何？

因為由那個見分變，見分變起，你可以說是由見分變起的相分，識變起的。捨棄了

它，捨棄了那個相分。那個見分，比較純粹。因為見分無形無相的，比較純了。這

樣，捨相分之濫，相分是濫，濫甚麼？恐怕人們誤會它是心外之境。捨相分之濫，就

保留見分之純。進一……

徹底還執著有一個見分，明白嗎？於是，再進一步，攝末歸本。相分和見分是

末，相分和見分都是由自證分而變出來的、變起的，所以自證分是本，相分和見分是

末。雖然相分被遣除了，見分都要除去，見分都是末。自證分才是本。把這個末的相

分(口誤：應為見分)，攝入去自證分裏面，即是不觀見分了，是嗎？把末的見分攝入

去自證分了。為何？其實識就只有一個自證分，見分不過是自證分的作用而已。而見

分的本質就是自證分。自證分為體，見分為用。攝其用入其體。這樣，攝收用就回去

體。只保留自證分，見分都是假的，不要它，虛妄的。八個識，八個自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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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識都有一個心所的，每一個心所都保留自證分，相分、見分都不要了。那

麼叫做攝末歸本。聽不聽得明白？那麼觀的時候，就觀甚麼？一切相分固然是虛妄

了，那個見分不過是自證分的用而已。用不離體，所以不理會那個用，只是觀這個體

是有。只是觀這個體，(即)自證分。八個識和那些心所的自證分是有，見分的用都是

無，不要的。聽不聽明白，陳秀蘭？

聽眾：不明白。

羅公：為何不明白？你講給我知道。

聽眾：因為我對唯識不是很熟。即是有些義理我都未聽過。

羅公：怎會未聽過呢？未聽過？

聽眾：是的。

羅公：你在這處讀的時候，未聽過？

聽眾：無的。

羅公：你無聽，是嗎？

空是用來修觀的時候，想見性的時候用。但是你用空來組織教理，空不可以的。

剛才你不是問空為何無組織？還有解答問題，為何會生死輪迴？你講空，講不來。你

只可以說生死都是虛妄的，虛妄者，那你佛家相不相信生死輪迴？別人問你。虛妄，

我知道虛妄，那你相不相信？先相不相信？不相信？你又不敢宰雞？又不敢宰鴨？

又不敢殺人？你害怕甚麼？你說我是儒家，你說我有惻隱之心，我不忍這樣做。

這樣都算講道理。但你是佛家，是否只是講惻隱之心？是不是無生死輪迴？現在你講

一句來，你就「弊」(不好)了！你老實說一句來。老實道一句來，你相不相信生死輪

迴？你怎樣回答？我們可以說不相信，都還無問題。你搭起一件袈裟，你說不相信？

別人用掃帚打落你的身，「你這個人冒充出家人？生死輪迴你都不相信？」是嗎？

如果你說我相信，好了，你講生死輪迴是見不到？你相信的話，最低限度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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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解釋出來的。你又講甚麼？生死輪迴是空的，別人都拍你了。是嗎？你要怎樣？

你一定要用唯識講。要懂得阿賴耶緣起才講得來。那麼不滿足了，一樣是見不到的。

世界上很多東西都見不到，你問我。雖見不到，但我有一套很完整的理論講給你聽，

好過你連到那套完整理論都無，肯定壞事的。你上去演講，一定被人問，你只得一個

(答案)空字，肯定「衰」(壞事)。是嗎？

還有，我殺人放火，造了很多業。那些業力就令我第二世入地獄。好了，那個人

都死了，業力走了去哪裏？你說有一個上帝，可以的。那麼又講得通。上帝持著你的

業力，是嗎？但是你又說無上帝，那麼業力在哪裏？但是你說釋迦牟尼佛持著業力，

那麼你即是說釋迦牟尼是上帝。又不通的。一定要怎樣？講種子了。是嗎？一造了

業，就有業種子，業種子怎樣刺激名言種子，令果報起。那些人以為唯識一定是名

相，那些人都「懵」的。

無這些名相，你怎樣講給別人聽？是嗎？所以你一定要……所以黃家樹那些，如

果他在大學堂或去哪裏演講，被一個調皮的觀眾問一下你。人們問：「生死輪迴是看

不到的，最低限度你有一套理論，完整理論你講給我，你講吧！」(你答)：「我不講

唯識的。」你不講唯識可以，但你不要用唯識講的，你不相信的，別人先問你一句，

好似我這樣，「你先相不相信唯識的？」你道一句來，你說相信。你就要用那一套

講。如果你說不相信。

還會用這套講？因為你不相信的，是嗎？所以不可不知道，一定「撞板」 (碰

釘)。如果你用唯識是否不「撞板」(碰釘)？撞少些，為何「撞板」(碰釘)呢？拿不出

證據來。只有理論，是嗎？有理論又可以這樣講的，很多東西都只有理論。科學有很

多都只有理論，有很多一定拿得出嗎？是嗎？最低限度我有一個理論，有一個

system。除非你連生死輪迴，這套理論都不談，可以，我們可以不談。

好似熊十力的那樣，是北京大學，有人問他，「你相不相信生死輪迴？相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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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力？」他怎樣回答？「他說有情的業、眾生的業力不隨形骸以俱盡。」照理都正確

的。但是，如果你是出家人，你不能說照理都正確的，你就要直接肯定是正確的！這

樣的，跟我們的講法要不同的。熊十力他不是以比丘身份出現，你們以比丘、比丘尼

的身份出現就不同，你要堅持的。所以不可不知，一定要知道。你用第二套理論講，

可以的，你用天台宗那套講，天台宗就答不來。你用一心三觀就答不來生死輪迴的。

你又答吧！你找一個天台宗的大師，你叫他用天台宗來講斷生死輪迴，和業力會

引起後一代的異熟，你叫他講。如果不講，用華嚴宗，又叫他照講。除非他好似霍韜

晦那樣就可以了，這些不過是印度的傳統思想而已，我們不用理會的。但是你這樣

講，別人又說你不是佛教徒。是嗎？霍韜晦就可以，但他掛著佛教法住學會，都有一

些問題的。要抹了佛教兩個字就可以。如果有了那兩個字，就有問題了。

你說佛教。如果我現在問佛教相不相信生死輪迴，相不相信業力會引起第二世的

禍福的，你要答，你不要答我長篇大論。你答我有無，很簡單而已。你就「撞板」

(碰釘)，就不可不學。講回這處，講到這個甚麼？遣虛存實、捨濫留純、攝末歸本，

是嗎？講了，剩下八個識的自證分和心所的自證分，但是你以識為主，心所為附屬而

已。

所謂心所不過是那個識的附屬作用而已，無那個識主體，哪有作用呢？所以識為

主，心所不過附屬。這樣，識就是勝，心所就是劣。現在隱劣，不要理會心所了，講

識，隱了去，暫時不講。將勝表揚了，殊勝的識，這樣隱藏心所，只有八個識。甚麼

都無，只有八個識的自證分，心所自證分不過是附屬品來的。愈觀愈少東西，是嗎？

清了很多東西。隱劣顯勝。

到最後怎樣？八個識，識的相狀而已，每個眾生八個識，這八個識都是甚麼？勝

義諦真如，那個公共的真如所顯現的無數眾生。無數眾生中，每一個眾生的八個識都

是有相來的，現象來的。相是現象。所有無數眾生的現象、的相，遣了它們，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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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是相狀來的。相必有體，體就是真如，性者體也，排遣了現象界的相，相即

是有為法，有為法都是無為法的真如所顯現的。排遣了有為法，只是講無為法就可以

了。勝義諦，真如性。那即是說甚麼？相是現象界，性就是 reality，即是實體、本

體。

相是現象界的，都是空幻的，只有實體是真正的存在。相是有為法，都是假的，

是由無為法呈現的，無為法的性才是實在。相就是世俗諦，世俗諦都是虛假的東西，

世俗之見，人人都有。性是勝義諦，是殊勝的智慧所瞭解的，排遣了世俗諦，只存勝

義諦。就遣了相證性了。還有一個勝的勝義諦的，是嗎？勝義諦生相便又是相，遣了

它。遣了勝義諦，當下就是真如。當下就是真如這句話都是相，遣了它。

遣甚麼？遣之又遣，就怎樣？以致於無，當下就好似大地平沉那樣，所有名相的

相狀都排除了，遣相就不用另外證性的。遣了相，當下就證得性。遣相證性，即是說

到最後還是空了一切，空觀來的，是嗎？空觀直接一空，就是空了它算了。直入，單

刀直入就是遣相證性，禪宗就好似六祖那些，單刀直入的，開首就遣相證性。

「本來無一物」，就遣盡相了。剛才我罵禪宗，又說《七佛偈》，又說甚麼拈花

微笑，那些是假，但是它這套遣相證性又是好東西，六祖這套又是好東西。話分兩

頭，那些神話的就是假的，但是他那套精義就是好東西。他一開首就是遣相證性，是

嗎？所以它是頓了，不是漸了。唯識真的是漸了，逐步逐步上。好似矮子上樓梯，一

級、一級那樣上。六祖那些就是一步跳上的，就是頓，不同的。這件事就是值得稱讚

他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一樣他的不好，就是一棒打清他全部不好，這件(遣相證性)的

事就是最精華的。你瞭解了之後，你大可以學禪宗。禪宗說甚麼拈花微笑、又說甚麼

《七佛偈》全部都是渣滓，真的的精義是六祖所講，(他)講的很多都是精義所在。五

重唯識觀，到遣相證性，就無可再遣了，是嗎？遣到極的時候，就無了概念。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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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虛空法相，連空都無了。但空都無那種狀態，不是無的，是嗎？大地平沉，大地

無了大地平沉那種狀態不是無，那種狀態叫做空性。空性便即是真如。明白嗎？陳秀

蘭。

五重唯觀識就是矮子上樓梯的辦法。到最後，仍然都是那套。所以，講修觀，禪

宗就是最頓的，是真的最頓，頓悟那樣。空宗都還沒有那麼頓，唯識宗就是真的漸

了，漸漸來、漸漸來，就是很穩健，漸漸來很穩健。這樣修就比較四尋思、四如實智

就粗淺很多，明白很多的。好了，記住、記住，你不懂唯識，對於業力、有情的業力

解釋不到的。對於生死輪迴更加解釋不到。

唯識講得來，但都是講服，拿不出具體證據的，聊勝於無。你又說這樣，然則天

台宗、華嚴宗全部都無用嗎？舊時就有用，無人問。因為走入寺門的人，每個都相信

生死輪迴的，他們無人問你生死輪迴的，明不明白？佛不講的，佛那時候，每個印度

人都相信生死輪迴。無人不相信，他們就不問，是嗎？無人問。但是現在，人們最歡

喜第一問就問這套理論。那些聽佛的人，第一個開口問的就是生死輪迴。彼一時，此

一時。

你不要一部通書看到老，你小心「撞板」(碰釘)。是嗎？如果你是佛教徒都否定

生死輪迴，佛教不就是一種哲學？是嗎？做哲學而已，都幾好聽的哲學這樣解釋。在

現代學佛學，對生死輪迴一定懂道理，第二，思想不要那麼玄學化，你不想玄學化，

就要懂邏輯，一是世間的邏輯，一是因明。不是的話，你邏輯不熟悉，你開口很容易

錯的。

你最低限度，你都要學一下因明學邏輯，不是說不會錯，錯少些，錯少些都好過

大錯。即是說，結論以現代人學佛學，要學因明或世間的邏輯。如果你說我相信阿彌

陀佛就可以，你就可以了，你不要出去弘法。弘法就不可以。不止用淨土宗去弘法不

可以，你走出去持著天台宗、華嚴宗都不可以，因為當時無人駁斥他們。每個人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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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坐在一起的，都相信生死輪迴，不會發生問題。現在一開首就有問題。好了，未

交者，請交。我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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