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始講之前，因為很多人以前沒有聽過的，所以我不能不由開首講起了。是

嗎？開首講過，那些以往曾經聽過的人就當作重 吧。温 是嗎？   我現在複印了一篇

東西， 這篇東西就是整套《唯識方隅》的，現時這本是上冊。 現在正在印刷合併了

上冊和下冊， 現時正在香港印刷中。這樣，應該有一篇序文是說明這本書的內容

的。這樣，就由我的學生李潤生寫一篇序。這篇序文寫得很好，李潤生的文章非常好

的。我已經複印了在這裏，派發給大家。   不必由我講解，你們可以自行閱讀，是

白話文來的。因為你閱讀了這一篇序文就知道這本書的內容了。 我現在直接開始講

解這本書裏的內容了。

那篇序文就大家回家自己看了。 這本書是具備兩重性質。這本書。我現時講解

的是根據一本書叫做《唯識方隅》，〔Introduction to Yog c ra Buddhismā ā  〕《唯識

方隅》這一本書的內容是具備兩種性質的。一種性質就是甚麼？這本書是為了供給那

些未學過唯識的人，給他們看的。此為一種性質。第二種性質就是表示了我對唯識的

見解。  因為裏面有或多或少的內容與古人〔所述〕的有些不同；  有部份內容是古

人所未講的而我會講，  具備有些新的意見在這裏。這是第二種性質。 

這樣，這本書的名稱叫做《唯識方隅》，怎樣叫做《唯識方隅》呢？「唯識」是

我們所學的這一門哲學思想。這一門哲學思想叫做「唯識」，或者叫做「唯識學」。

將來「唯識」二字稍後再解釋。我〔先〕解釋「方隅」二字，「方」是指一個方向，

「隅」就是一個角落。一個角落。即是說給你聽，我這本書不過是「唯識」的一邊、

一方而已；是「唯識」的一個角落而已。你不要以為我這一本書是很有系統地；

〔將〕整個「唯識」的學理全部〔概括〕在這裏，所以用「方隅」。至於「方隅」二

字，我是學古人的用法。古代的印度有一位邏輯〔學〕家，即「因明」學家，叫做

「法稱」（Dharmak rti ī ），「法稱」。「法稱」寫了一本書叫做《正理方隅》。

(Ny yabindu)ā 「正理」。印度人、古代印度人稱邏輯叫做「正理」的。《正理方

隅》。這即是說，這一本書也是具備兩種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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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性質是給初學的人讀印度的邏輯的。第二種性質是表示那個作者「法稱」自

己的見解的，它叫做《正理方隅》。現在《正理方隅》這本書已經有三個中文譯本

了。在三個中文譯本當中，只有一種譯本是使用「方隅」二字。就不用《正理方

隅》，其餘那些就不用《正理方隅》了，叫做《正理一滴》。即是「一滴」那樣多而

已 ，《正理一滴》。這樣，因為「方隅」二字現在很多青年人不識解，所以很多人

用「一滴」。這樣，我這一本書也可以叫做「唯識」的「一滴」。這樣，至於這本書

初印好時，其緣起是怎樣的呢？王聯章寫了一篇文章在這裏，這篇文章就在這本書的

開頭。這一篇文章對於這本書很重要，所以希望〔各位〕看看王聯章的這篇文章。在

這裏順便講，有很多現在的青年後輩看書，我教你們看書，凡是閱讀一本書時，一定

要看那篇序，主要的序文。即是說，因為這本書的價值如何、這本書內容怎樣，往往

在它的序文裏你就知道了，尤其是他自己，作者自己所寫的那篇序。我就沒有的，沒

有這篇自序的。不過如果有些書有作者的自序就非看不可了。如果沒有自序的書，就

可以看看那些別人替他造的序。

在這裏順便要講，有些書裏會有五、六篇序都有的，因為有很多人寫書，有很多

人寫書，他會找很多人為他寫序，尤其是有找那些有地位的人，那些做官做得高的，

在社會上的那些有甚麼紳士或者爵士名銜的，找他們為其寫序。這些序是沒有甚麼價

值的。最重要的是看專家寫的序，譬如這是一本醫書，它裏面有一篇序是省長替他寫

的，又有一篇序是商會會長替他寫的，有一篇序是著名的醫生替他所寫的，那你最重

要的是看那個著名的醫生為他寫的那篇序。專家為其寫的序，其餘的序，如社會地位

很高的，如甚麼商會會長、省長、甚麼部長等等替他所寫的那些序文，不必閱讀。你

明白嗎？所以，有位先生，香港以往有位先生，後來在台灣逝世，那位叫做錢穆先

生。錢穆先生有一句話，他說：「如果我們拿起一本書一揭開，有很多寫序的，那篇

序，〔寫〕那篇序的人如果只是由市長、省長或者商會會長、紳士等所寫的話，這些

書十居其九都是沒有價值的書。」

所以不可不知！所以你們這些後輩青年將來要把你的心得寫成一本書，你們切忌

切忌找那些不是本行的人，而只是有地位，有社會地位的人，不要找這種人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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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至不會令你的那本書增加價值，反而會敗壞了你的書。因為那些有眼光的

人看，就是看是否有專家為你寫，即你那一行的專家為你寫；而不會看寫序的人在社

會上是否有錢、官位高低等等。所以，如果你們有人如果寫文章就要這樣。

例如怎樣？這座大廈裝潢得很華麗，但是這座大廈的工程是否可靠呢？你找一個

畫家、找一個明星去看，他們說：好！靠得住！這些話沒有價值的。要怎樣？要找一

個工程師或建築師去看，他們說可以，就有了一定的說服力， 使不行亦有相當的說緃

服力。你明白嗎？所以，凡是要判斷一件事好不好，就不是聽一般人說好不好，最重

要是甚麼？讚好的是專家，讚好是要那一行的專家讚好才有價值的。這句話是誰告訴

我的呢？以前香港大學教授羅香林說的：「凡是書或別的甚麼，要專家讚好才有用

的，爵士讚它沒有用的。」這是羅香林說的。錢穆又如此說，羅香林亦如此說。現在

我又覆述他們如此說。所以，有些書的序，我們非看不可！原來，你想看我這一本

書，你就要看看這兩篇序。那麼，現在我現在就開始講解這一本書了。這一本書的內

容分為幾個部份。第一部份叫做「前導」。「前導」即 introduction，即是緒論來

的，introduction，緒論。

第二部份就是，這個「行」字讀「幸」，是一個名詞。這個「行」字是甚麼來的

呢？佛家把世界上所有的東西分成兩類，兩種。〔第〕一種，佛家把所有東西叫做

「法」。你如果看英文佛經，即〔是〕dharma 那個字了。這個「法」字譯為現代語

就是事物，即是東西。講得通俗些即是東西；講得雅些是事物。對嗎？如果專有名

詞，就稱為「法」dharma。即是［佛家］把世界上一切的事事物物分為兩類。一類

叫做「有為法」；「有為法」。怎樣叫做「有為法」呢？即是說這種東西是由很多條

件配合造它出來的。「為」即是造作，由眾多條件配合造作出來的。這些東西是由各

種條件配合造作出來的東西，就叫做「有為法」。即是有造作的，由造作而出現的。

這些「有為法」是由各種條件配合造作出來，這些條件，佛家稱之為「緣」。

「緣」是因緣的緣，「緣」即是條件。由各種「緣」配合造出來的，各種「緣」

配合造作它出來的，這些東西就叫做「有為法」。這個「緣」字，如果你看英文佛

經，就是 condition。「有為法」就是 conditioned dharma。 把 condition 後面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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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即 conditioned dharma 又叫做「有為法」。「有為法」，「有為法」，凡是

「有為法」都不能夠永久恆存的，經常變遷的，「有為法」一定會變遷的。譬如一本

書，一本書是「有為法」，經常會變遷的。起初買的時候很漂亮，你現在看看這麼醜

陋。好似一個人，她是一個人，譬如現在陳如初很美麗，如果十年之後，〔她〕會變

成老婦人〔的樣子〕，對嗎？我舉她來做例子，是這樣的，任何人都是如此，是不

是?這是無可避免的。對嗎?這是無可避免的，每個人也是一樣的。剛才潘雪芬講，

她說看到我的結婚照片，她說我非常年輕，那時結婚穿起燕尾禮服，戴起頂高帽，拿

著高帽非常年輕的；但是現在，我昨天看看自己，我昨天都說：我有老態了！這件事

真是麻煩了。我昨天就這樣說了，沒有辦法的。即是會變遷的，沒有不變遷的。

凡是「有為法」都會變遷，所以「有為法」就叫做「諸行」。「行」，「行」讀

幸。「行」，即是會走動的，不是永遠停在那的；變遷流動的。「行」字，本來這個

是動詞，現在當作名詞用。各位如果學國文的話，如果這個「行」字作動詞用的時

候，就等於英語中的 walk；如果作為名詞用的時候，等於甚麼呢？會 walk 的東

西，對嗎？叫做甚麼呢？ phenomena。 phenomenon 或者 phenomena。單數即

phenomenon；複數就是 phenomena。對嗎？這樣就叫做「行」。當「行」字作名

詞用的時候，即是「有為法」。若用現時的白話用甚麼來替代好？叫做「現象界」

了。現象，英文叫做 phenomenon。是嗎？單數，我們稱它是 phenomenon，是

嗎？所有的 phenomenon加起來，就是 phenomena 了，是嗎？

「現象界」了，我們加上一個「界」字在這裡，「現象界」。「現象界」的

「行」字這個是名詞，名詞是有單數和複數之分。對嗎？如果是複數的時候，我們要

加上「諸」字。英語就加一個 s 或者 es 之類了，是嗎？中文就加一個「諸」字就即

是眾數了。即是「諸行」者，即是等於「現象界」。明白了嗎？你代入去就可以了。

好了，與「有為法」相對的，叫做「無為法」。「無為法」、無者不也，「為」即是

造作，不由各種條件造作出來的，它本來存在的，本來就有的，任何時候都有這些東

西存在。

那些西方人稱為 unconditional dharma。對嗎？不由各種條件配合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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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由因緣和合造作出來的東西，它本身亦不造作東西的，這些叫做「無為法」。如

果是宗教，宗教家會叫它做甚麼？你可以叫上帝做「無為法」的。對嗎？你是天主教

徒，誰人造作天主？你回答我。

學員：沒有人。

羅公：沒有人作祂，本來就有的。你講的，不是我說的。即是你認為天主是「無為

法」來的。因為祂本來就有的嘛！佛家亦承認有一種「無為法」，不過不是叫

它為天主，叫它做甚麼呢？就叫它做「無為法」，又改個名叫做「真如」，又

改個名叫做「空性」。有時連「空性」的「性」字都略了去，將「空性」的

「性」字 omitted略了去，就叫做「空」。佛家的「空」並不是甚麼東西也沒

有，是一個「無為法」來的，有時會用作「無為法」解的，反而是真實的；甚

麼都是假的，「諸行」都是假，反而「無為法」、那個「空」才是真實，這就

是「無為法」。現在我已經解釋了「諸行」，「諸行」者，即是甚麼呢?弊

了，你問到我了，「前導」，是嗎？

聽眾：是呀，〔第〕二是「諸行」。

羅公：〔第〕二是「諸行」，即是講「現象界」的事物。對嗎？

即用唯識的見地來說明「現象界」是怎樣的。那麼「現象界」裡面呢？「現象

界」裡面是怎樣就慢慢再講了。第三部份是講「真如」了。「諸行」是「有為法」來

的；「真如」就是「無為法」了。「無為法」了。「有為法」、那麼好似硬性地將這

個世界分割為兩個部份。對嗎?這一半叫做「有為法」；另一半叫做「無為法」。是

否這樣呢？其實不然，「有為法」和「無為法」一定一起的。為甚麼呢？我稍後會解

釋。為甚麼「無為法」，叫做「真如」呢？「諸行」這個現象界是否虛妄呢？是否

「虛無」呢？只有兩個答案：一個〔認為〕這個世界完全是「虛無」的；另一種認為

不是，這個世界是有實質的。問題來了：說這個世界完全是「虛無」的，這樣

〔說〕，這些叫做「虛無主義」，有的，有很多「虛無主義」〔者〕的。有很多人說

佛家講「般若」是「虛無主義」，有人這樣說的。有一個佛學家自己說「般若」是

「虛無主義」。另一些人就認為不是「虛無」的，是有實在的東西的。那麼，如果你

說是「虛無」的，固然不必學佛學了，學了也沒有意義。對嗎？而且，你做人不必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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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對嗎？

〔世界〕是「虛無」的，那麼認真為了甚麼？對嗎？打家劫舍又是「虛無」；做

聖人又是「虛無」。這即是打家劫舍等於做聖人？大家「虛無」等於「虛無」。對

嗎？有道德又是「虛無」；沒有道德又是「虛無」，故不必守道德。那你說：我有道

德，不可以嗎？可以，你有守道德的自由，即是說你走入深山還是跳進太平洋裏死，

你都有自由。對嗎？「虛無」、一「虛無」就很危險，何解呢？不必做好事，何解？

做好事又如何？做好事，你就可以規規矩矩；不做好事，你可以怎樣?殺人，搶奪。

為甚麼？因為「虛無」：是呀！殺人又是「虛無」，做聖人都是「虛無」，做聖人你

要捱窮，可能要捱苦；殺人則可以搶奪他的東西人來享受。兩種都是「虛無」，彼

「虛無」不同此「虛無」，我就不如殺人搶光你的東西的「虛無」好過做聖人的「虛

無」。是嗎？你說：這樣那還有道理？為何不是道理？這是個大道理！只要你假設了

是「虛無」的，先假設這個世界是「虛無」的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說這個世界不是

「虛無」，就不能這樣說了！

你就不要亂搞了！對嗎？所以「虛無主義」有很大的危險性的。佛家，尤其是唯

識，絕不是「虛無主義」。但講「般若」的那些人，一不小心便會落入「虛無主

義」。那些「虛無主義」叫做甚麼呢？佛家叫它做「惡取空」，即「虛無主義」，最

壞就是這種人。「惡」者，不善於；「取」就是了解，對於「空」的道理他不了解，

不能夠好好地了解。那些叫做「惡取空」，「惡取空」是最大忌。現時學佛的人開口

就說甚麼？「四大皆空」嘛！對嗎？開口便說「如幻如夢」嘛！對嗎？是呀！是「四

大皆空」，沒有錯；是「如幻如夢」，沒有錯。你要整套大道理都通曉，才能夠說這

句說話。你甚麼都「烏凜凜」（糊里糊塗）不識，只是識得〔講〕「四大皆空」、一

切「如幻如夢」，深山窮谷裡有人把金銀財物收藏於此，你不拿才奇怪。對嗎？「如

幻如夢」。

我又講一個笑話，以前我們小孩兒讀書的年代時時去陳鴻的花園，那裏有塊太湖

石老大的，〔我們〕常常去那裡坐。我不過是引它兩句文，大家是很多人想讀國文

的，我引他過兩句。有一位書生叫做王大儒，大家有沒有人聽過？「王大儒供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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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聽過嗎？劉先生聽過沒有？「王大儒供狀」，這是一位秀才，他中了秀才，文

學很好。有一位富翁叫做陳鴻。他非常富有。你聽過嗎？請這位專家教書，請他回家

教子女讀書。以前，女子不可以出外讀書的，所以就請他教女，人家的小姐是千金小

姐，這位年青的秀才就引誘人家，或者不是引誘，這些都說不清到底誰引誘誰，最後

他們發生了很好的關係，卻被陳鴻發現了。他就把秀才鎖起來，押他到南海縣

〔衙〕，向縣官告他。說他身為老師，教學生〔為名〕，引誘女弟子，就要送官究

治。那個南海縣長就訶責王大儒：「豈有此理！你身為秀才做這等事 !枉為人師表。

你把事情經過、好好用狀寫出來！招供出來！」這個王大儒說：「好！好！我當然招

供。」他立刻命人把紙筆送上，王大儒寫了一篇十分好的文章。那篇文章就是「王大

儒供狀」。好呀！我們以前將文章拿來念的。以前的老人家也念「王大儒供狀」的。

你猜「供狀」怎樣寫呢？你們不要以為羅先生，你講佛〔學〕，你為何要講這些事

呢？

這些就是佛理了，我寫兩句很好的給你們聽，我們常常去，那個花園裏有一塊很

大的、好似這兩張 這麼大的太湖石，即是現在水災的地方，太湖，那些太湖石都很枱

美的。太湖石旁邊種滿了芍藥花，他們兩個在此談情不知搞出甚麼，就在太湖石上。

這「王大儒供狀」你猜猜怎樣？「深山窮谷之中」，這是駢文。「深山窮谷之中，黃

金萬 。」假使在深山窮谷裡面，有黃金萬 在那裏；「酒綠燈紅之下」，你看文章両 両

對得很好，「酒綠燈紅之下，有美一人。」有一個美人在這裡；「如此，則動心否

乎？」你動心不動心呢？如果你是「虛無」主義，你一定動心的。如果你不是「虛

無」主義，你會想下不要做犯法的事。對嗎？「如此，則動心否乎？」他說：如果我

很有修養，我當然是不動心了。但是我修養不足，「竟懷此意」，就竟然做出引誘的

事情了。這篇供狀就結束了。是，我是做錯了，沒有甚麼好辯駁。誰叫你有如此好的

環境！這篇文章寫得非常之好！

那南海縣縣長，你們時常有句說話：「本縣曾經此苦」。「本縣曾經此苦」，常

常這樣講的，是甚麼？這是那南海縣縣長看了［供狀］之後，認為值得同情。即刻替

他做媒人，就把陳鴻叫來，把他岳父叫來。對陳鴻說：「你的女兒反正都要嫁人，這

位秀才文章出眾，為何不把女兒下嫁於他呢？如此多事？本官為你做媒人，你讓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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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給他吧！」他的女兒有縣長做媒人，結果就出嫁了。有一個批文的，那批文寫得非

常之旖旎的，最後兩個字就是「本縣曾經此苦」。所以，你地經常問「本縣曾經此

苦」是甚麼來的？就是這陳鴻，出自「王大儒供狀」。那間叫做「陳鴻別館」。我們

經常會去的，它就在西來初地，徽州會館後面。你們老的學員會知道，我們以往經常

去坐在太湖石上，那地方環境很好的。後來那間別館讓人用來賣金魚，一個個大大的

金魚缸，養了那些很長的金魚，我們經常去那裡買金魚，順便坐在太湖石上聊天。我

現在講述這些道理，一講到「虛無」主義呢？你不要以為「虛無」，正是因為「虛

無」而無果報的，你明白嗎？如果講到「虛無主義」就連道德都是「虛無」的。

現在只有你同我在此，你有很多錢財，滿身鑽石，我不殺掉你就是笨。是嗎？你

可能會問：殺人會被捕、要坐牢的。只有愚蠢的人才會被人抓去坐牢，我聰明到可以

避過法律的，那就要殺你了！你說是嗎？我又有辦法避過法律，搶光你的財物；殺了

你又沒有生口可以對質，還不拿？講甚麼道德呢？道德值多少錢一斤？道德值多少錢

一斤？這些是「虛無」的嘛!所以，一旦落入「虛無主義」是非常之危險。這些，佛

家把「虛無主義」叫做「惡取空」。禪宗叫「虛無主義」做「頑空」。「頑空」最糟

糕了！這是「空」到頑［劣］的。我又說到，那麼唯識的看法呢？佛教，不止是唯

識，承認甚麼？這個世界不只是有現象，現象是經常變化的，不是「虛無」的，是有

實質的，那實質是甚麼？那實質叫做「無為法」。而整個世界，花開花落，是嗎？日

月星辰、各種現象、歷史的一興一衰，這些是甚麼？這些都是由「無為法」呈現出來

的，呈現出來的。即是由它 present；presentation 而呈現出來。

這個「無為法」實在是甚麼？如果你高興的話，你把它叫做上帝，實在都無不

可。對嗎？不過，佛家就不許可有這種東西。然則，我不說哪一個宗教。其他宗教是

信仰有一個主宰，其實就是甚麼呢？古代有些很聰明的人，他體驗到、知道這個世界

不是「虛無」，是有一個實質的。這個世界各種現象都是由這個實質顯現出來的。於

是，他本身是聖人，很聰明，他了解，但是，他要告訴別人，但世界上蠢人是多過聰

明人的，你現時出去看看，你認為聰明人多還是蠢人多？我看那個百分比，蠢人佔百

分之九十幾以上的。即是從香港太平山望下來，蠢人是多於聰明人的嘛！你對他們講

哲學，如果你告訴這些蠢人講這個實在的東西，這個是「無為法」，他們一定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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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嘛！最好是怎樣？但是你不說又可憐他們，甚麼都不知，於是就，編成故事那樣，

編成故事，把這個「無為法」將它來人格化。明不明白？將它來人格化，說這個叫做

「上帝」；說這個叫做「天主」，或者這個叫做「造物主」，那麼他們就會相信了。

你說有一個「無為法」，他們不相信的，於是就說這個世界就是由「天主」造出

來的；由那個「上帝」作出來的。其實事實是怎樣呢？由衪顯現出來的，不過佛教就

不說這個叫做「上帝」，不說這個叫做「天主」，說這個叫做「真如」那樣解。「無

為法」叫做「真如」，那麼為何要叫做「真如」呢？「真」者，不是假的，就「真」

了。「現象界」會經常變化，會變化的就是不「真」了。如果你有一塊黃金，如果這

塊黃金會變的，就不是真金。你明白嗎？你倆夫婦結婚，過了一段時間會 離婚的，閙

會變的，即是你不是有真感情了。即是說，「變」者，會變化的就是不真了，真的就

一定不變。明白嗎？這句說話不是我說的，［這是］希臘哲學家 Aristotle亞里士多德

說的。真者，就不變。變者，不真。亞里士多德這樣說，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又

是這樣說。記住：「真的一定不變，變的就一定不真。」這樣，「現象界」，即「有

為法」是經常變化的。

「有為法」的變化一定有一個公式的，最初就是「生」，未曾出現，有它出現，

出現的時候就叫做「生」，「生」了之後它就停留了，「住」了；存在了，好像停留

了，當它停留的時候，其實是我們表面上看它好似停留，其實它內裡在變化中，叫做

「異」；一方面停留，另一方面變異，到最後呢？到最後就是「滅」，滅亡，一定

的。「生、住、異、滅」；「生、住、異、滅」。這個「有為法」的特徵，「現象

界」的特徵就是「生、住、異、滅」。這叫做甚麼？叫做四種「有為相」。四種「有

為」的相，這四種是有為法的相，相即是特徵。凡「有為法」一定是「生、住、異、

滅」的。你會問：為甚麼你不直行書寫？要「生、住、異、滅」這樣寫。很多人不明

白，有些人不明白。胡麗麗，你明不明白？為甚麼要這樣寫？為甚麼不直行寫？

「生、住、異、滅」為甚麼不這樣書寫？

學員：同步。

羅公：是，因為「住」的時候，同時「異」，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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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四種有為相。無為法沒有這四種相的。明白了嗎？即是說，我們繼續講了，

「無為法」就是這個世界的本質。「本質」這兩個字，每樣事情都有本質，我們不用

「本質」這兩個字，好聽些，用「本體」。即是哲學上，所謂的「本體」，又或者叫

做「實體」。實體，英文叫做 reality 了。

「無為法」就是本體，凡有本體一定有屬性，有本體就一定有屬性。不會有本體

卻沒有屬性。為甚麼呢？譬如：這一張紙，那張紙的紙質就是本體。它一定有屬性

的，屬性即是它的“quality”，一定有的。例如怎樣？這一張紙是黑色的，黑就是它

的屬性；觸摸時感到硬的，硬就是它的屬性。是嗎？譬如：我們拿一杯水來喝，水就

是本質，本質是甚麼呢？H2O。是嗎？本質。它的屬性是甚麼？水是透明的，透明就

是它的屬性。水能夠溶解很多東西，這個能夠溶解他物的力量就是它的屬性。水可以

供人飲用，支持人類的生命，這個可以供人飲用，支持人的生命就是水的屬性了。是

嗎？那麼，凡有本質的東西一定有屬性。不單如此，本質我們是看不到的，看得到的

一定是屬性。是嗎？我們說看水的本質，你能否看見水的本質？能夠看到的只是水汪

汪的、透明的、會波動的東西。因為這是水的屬性。

有人說：水可以觸摸到，水的本質你是觸摸不到的。你能否摸得到那些氧元子、

氫元子？摸不到的。你摸到甚麼？水的屬性而已，柔柔軟軟的，這是水的屬性來的。

所以，本質是不能夠直接接觸到的，能夠接觸到的都是屬性。好了，在佛經裡，屬

性、屬性，它普通將本質叫做「體」，明白了嗎? 「體」。屬性叫它做甚麼？叫做

「用」。佛經常說「體用」、「體用」，是嗎? 說到「體用」呢？ 可以用一個鎳(Ni)

幣出來，那個鎳就是「體」，這是圓形和會發有光亮的、硬的，這是甚麼？這就是

「用」。明白了嗎？學佛經最重要弄清楚甚麼是「體」，甚麼是「用」。這個世界的

「體」是甚麼，以整個世界來說，整個世界的「體」叫做「無為法」，叫做「真

如」。有些人…

有些人，其他宗教叫祂做「天主」都行；叫祂做「上帝」也行——「體」。

「用」是甚麼呢？它的屬性，這個世界的〔「用」〕是甚麼？日月星辰會發光，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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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又有山、又有河，又有人，又有物，這些通通都是「用」，「用」則是由「體」

顯現出來的，明白了嗎？因此「用不離體」，到過來說，明不明白？「體不離用」，

「用不離體」，「體即是用」，對嗎？同在一處的，「用即是體」。明白了嗎？　現

在講「體」、「用」，《心經》就將它怎樣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就是這樣。如果「體」、「用」的兩種意義不明白，你讀《心經》就真

的很難明白。當你明白之後［體和用的關係］，你將來讀《般若經》，所述的「甚麼

即是甚麼，甚麼即是甚麼，甚麼不異甚麼，甚麼不異甚麼。」佛家有一宗派叫做「華

嚴宗」，是嗎？「華嚴宗」最喜歡怎樣？用水波譬喻了，「水不離波，波不離水。」

最喜歡講這兩句，看起來就好似很簡單，實際上它就很深的。水用來代表本質，是

嗎？本體；波代表它的屬性，「水不離波，波不離水。」好了，明白了嗎？

一明白了我就講「諸行」不過是「用」，「真如」就是「諸行」的體。如果只是

講「諸行」而不講「真如」，那就只講「用」不講「體」。如果常常講「真如」不講

「諸行」，就是只講「體」不講「用」。記住，世界上沒有「無體之用」，亦沒有

「無用之體」。世界上沒有離開「體」的「用」，亦沒有離開「用」的「體」。明白

了嗎？那麼「體」、「用」的意義明白了，所以你就了解為甚麼講完「諸行」就要講

「真如」。「真」者、「真如」，「真」者即不是假的。「諸行」都是假的。這種東

西不是假的，所以叫做「真」。「如」者，時時都如此的，不變的；時時如此的，不

變；真實而不虛妄的就叫做「真」，常常都如此不變的就叫做「如」。有一種大的東

西，這種東西是真的，常常都如此的，叫做「真如」。你一瞭解之後，現時人人都說

要讀《六祖壇經》，未學過哲學的人，根本就沒有資格讀《六祖壇經》。讀到尾的部

份他就不會解，［《壇經》的］的最後有句話，六祖晚年，叫了大家弟子們在那裏，

就問：「吾有一物，」我有一件東西，「無頭無尾，」沒有頭沒有尾的，「無底無

面，」我有一件這樣的東西，問「諸人還識否？」（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

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六祖壇經·頓漸品第八》）你們

各位識不識得這件東西？即「無頭無尾，無底無面」，即是無形無相的。是嗎？他

問：你們識不識？那個才十三歲大的，所有人都不識，那個十三歲的小和尚、小沙彌

說：嘿！這是本源佛性嘛！（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了不

起！這個人，禪宗就是由他大力弘揚，這個就是神會和尚。六祖即刻呵責他：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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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宗徒。」(「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

只成個知解宗徒。」)「知解」即是甚麼?「知解」即是概念。

你總是在概念上講，「本源佛性」這四個字只是“concept”一個概念而已，現在

跟你談概念嗎？現在我們講實際的東西嘛！所以這樣罵他。其實六祖是非常看得起

他，故意責罵他，汝「知解宗徒」，這是要不得的！其實［六祖］的意思是你最了不

起！對嗎？所以你不要以為［六祖］罵他是不好，是真的不好，即是媽媽很愛兒子，

嘴上說這個乞丐兒，乞丐兒，是嗎？如果你說她的兒子是乞丐，她會跟你拼命。是

嗎？所以，「諸行」和「真如」，明白了？一「體」一「用」，一「體」一「用」。

那麼講述完［諸行和真如］之後，就應該說完了。於是，是呀！「諸行」我們可以看

見，但是「真如」我們是看不到的。現在問題是這樣，何華經常問這句：「有何證

據？有甚麼實際的讓你看到？」看不到的就是本質，看到的就是「諸行」，能夠看到

的都是屬性。本質一定看不到。看不到你如何證明它有？我們用普通是［透過］邏輯

來知道它有。

萬物之中我們知道有「用」必定有「體」。整個世界上有這麼多大「用」，難道

沒有一個「體」？即是應該有個「體」。於是亦有人說沒有「體」的，哲學中，有兩

大派，不過這一派好微弱，好少的。一派是，如何兩大派呢？哲學 philosophy分兩

大派，一派是怎樣？承認有本體的，承認有本體的，這個世界不是虛妄的，有一樣實

質的東西存在，世界上所有現象，花開花落，風吹雨打等等這些現象，都是甚麼？現

象，這些現象都是「用」而已，是本體所顯現出來的屬性來的。是有一個實在的本體

存在的。那麼，這種是普通承認有本體的，這些承認有本體的人又分為兩派，

一派是真是哲學的，不是講宗教的。例如中國講《易經》的那些，宋明理學，那

些理學家那些，承認有本體的。一派固然承認有本體，承認有個本體是神聖不可侵犯

的，我們要崇拜的，這是甚麼？就不是哲學了，是宗教。哲學中的一派、一部份，是

承認有本體的，宗教、凡宗教家一定承認有本體。如果，他們稱之為「神」，是嗎？

而不叫祂做「本體」，叫做「神」。

而哲學之中，還有一半，還有一部份是不承認有本體的。只有現象而已，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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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是有本體？你說這塊板有本體，那本體是甚麼？本體就是微粒子。是嗎？微粒子

之外哪裏還有一個實在的東西？很多科學家都是如此，唯物論者認為〔物質〕是一粒

粒的，一粒粒原子或一粒粒電子、質子而已，離開一粒粒的東西，何來實體？但哲學

家說不是這樣，電子、質子都不是本體，都是現象而已，電子、質子都是由某一種東

西將它呈現出來的，這個東西才是本體。那麼，有一類人只承認有現象，沒有本體

的，現象之外，沒有本體，這些叫做「唯現象主義」。「唯現象主義」，英文字典有

這個字，你回去查一查字典，大概是 phenomenalism，我記不清楚了，這是

phenomena 那個字再加上 lism，類似是 phenomenalism，phenomena 下面加上一

個 al 的，phenomena，n-a-l然後是 l-i-s-m，這樣的，這樣的，你查一下，會有這個

字的。意思是只有現象沒有本體。這叫做「唯現象主義」，不承認有本體的，不過這

類人甚少，很少人不承認有本體的。

學員：本體是否形而上？

羅公：甚麼？

學員：本體是否形而上？

羅公：是，本體是形而上的。現象就形而下。有人會進一步追問：我既看不到，又觸

摸不了，如何知道它是否存在？看得見的一定是現象，不是本體；觸摸得到的

都是現象，不是本體，即是說，本體是我們看不見，觸摸不了，問題在於你是

否承認有此本體而已。那麼只可以說，那本體要如何得知呢？我們可以從邏輯

上一路推理知道。是這樣，普通用邏輯，根據一定的邏輯知道它有。除了用邏

輯推理之外，可不可以直接 touch（接觸）它？又有兩個不同答案：一派就說

本體不可知，叫做「不可知論」，共產黨罵這派叫做「不可知論」；有些是說

本體都是可知的，那麼佛家如何呢？本體是可知還是不可知呢？你回答我，梅

一？你都讀了很多佛經。你會以為佛家的意思認為本體是可以知還是不可以知

的呢？

學員：可以知的。

羅公：它〔佛家〕認為是可以知的。

西方有一位學者叫做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一百年前，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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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叫做 Kant，Kant 全名叫做甚麼？

Immanuel Kant，“K-a-n-t”，［他是］德國人，近幾百年來，最偉大的哲學

家，Kant。Kant，共產黨就指責它，說他是「不可知論」者。Kant認為世界上，有

兩樣東西是不可知的，兩樣東西是不可知的，他這樣說：凡不可知的東西，我們不能

說它有，但亦不能說它無。我們只能承認自己無知。明白嗎？這樣才是正確的，因為

它不可知，你怎能說它有？但是你說它無，又是不正確。譬如我的袋裏有沒有錢你都

不知道，你怎可以說我的袋一定有錢？如果你沒有辦法知道我的袋裏有沒有錢，你說

我的袋裏有錢，你這是荒謬。是嗎？但反過來你說我的袋一定沒有錢，你同樣是荒謬

的。你看個嗎？是嗎？所以他說：凡不可知的東西，既不能說它有，也不能說它無。

康德是正確的，他說世界上有甚麼東西是不可知的呢？有兩種東西不可知的，第

一、神不可知，神是否有不可知。何解？你有甚麼辦法看見衪？是嗎？你推論祂，用

邏輯推論也可以推論出無神的；〔但〕又可以推出有神的，這樣你如何證明有抑或無

〔神〕呢？他只有自認無知，不可知，神的有無不可知。這是第一點；第二種、物的

本身不可知，這個〔看法〕與佛家一樣了，物的本身， thing in itself，記住，佛經叫

做「離言自性」，「離言自性」我們是不知道的，「性」即是本質，離開「言」的概

念，離開我們的概念的本質，叫做「離言自性」。康德就叫它做甚麼？叫做「物的本

身」或者「物的自身」。事事物物的本身我們是不〔能〕知道的，那麼我們知道的是

甚麼？

我們知道由那件東西刺激到我們的神經而反映出來的一種現象而已。那件東西我

們是看不到的，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我看這個東西，這個東西的本身我是看不

到的，我看到的是甚麼？這個東西有一種力量刺激到我們的感官，令我們的感官起一

個紅［色］的感覺。使我們的感官、令我們的視覺神經起一個金色的感覺，到底它是

否紅［色］我怎會知道？它是否金［色］我亦不知道的，我所知道的是它刺激到我們

的視覺神經，令到我起紅［色］的感覺而已，如果我是眼球健全的，看到就是這樣，

但如果是一位色盲的人看到的，他不是看到紅［色］的，他看到的是灰色的，但事實

上那物件東西不是灰色的嘛！你說我看到的是紅色就一定是正確的?他是色盲的看到

是灰色就是錯誤?你看到的就〔一定〕是對的？譬如月亮，我們看到的是很美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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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走到月亮上看，既沒有空氣亦沒有其他東西，你走到月亮上拍一些圖片出

來，邋邋遢遢的，是嗎？但是我們在這裏看到月亮是如此美麗的！你說哪個看法才是

正確呢？我們看到的不是月亮真正的形狀，而是月亮刺激到我們的感官，我們感官變

現出來的現象，這只是現象而已，月亮的本身，我們是不知道的。物的自身，物的自

身，thing in itself，物的自身我們是不知道的。上帝的有無不可知；物的自身不可

知，不可知的東西，切不可肯定說它有，亦不能說它一定無。但是佛家認為不是這

樣，物的自身，最後的自身，這個世界最後的自身就是「真如」。

「真如」是怎樣？是可知的，有辦法［知的］，那麼是甚麼辦法呢？修止觀，打

坐就可以了，修止觀，在修止觀的時候，打坐、修止，把所有妄念壓低。當我們把所

有妄念壓低的時候，我地修觀，觀甚麼呢？觀所有一切事物都是我們的執著，把執著

撇除、撇除、撇除，把那些所有概念撇除之後，忽然間會進入一種沒有概念的境界，

沒有概念就沒有「相」，那時就是這個宇宙的自身了，這個宇宙的自身亦即是我的自

身，我是宇宙的一部份，我的自身即是宇宙的自身。是嗎？宇宙的自身不就是「真

如」？那時我們用修止觀的方法，可以知道的，這是佛家的特點，可以知道的。這樣

可以給予人類無窮的希望了，不止可以知，我們更可以涅槃，如何涅槃呢？把這個小

我，整日生死輪迴的「小我」不要了，討厭！融歸這個「大我」。那時我即是「真

如」；「真如」即是我。到了那時是怎樣？如果你把「真如」叫做上帝就會怎樣？那

時我和上帝就是一體了。

如此一來，〔「真如」〕即是可知的。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講完「諸行」就要講

「真如」了。講完「真如」都還是不行的，說有真如，如何用甚麼方法去把捉「真

如」；去接觸那個「真如」呢？於是我們需要講解「方法論」了。「方法論」，現時

世界上最喜歡講「方法論」了。是嗎？「方法論」叫做甚麼？Methodology，是嗎？

方法是 method，「方法論」是 Methodology，是嗎？ 大概是如此，甚麼 i-s-m。

「方法論」。「方法論」，所以我們第四部份就要說甚麼呢？「解行」，「解」即是

了解，用甚麼方法去了解？「行」者，我們如何修行？即 practice［實踐］。方法、

「行」，就是「解行」。「解」即是「認識論」、「知識論」、「方法論」。「行」

就是「實踐論」了。所以，現在我們講的這本是［《唯識方隅》］上冊，下冊要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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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回來才有，因此，上冊只有這一部份［「前導」和「諸行」］，而這兩篇［

「真如」和「解行」］就是下冊，已經出版了。我把［這本書的］內容已經講了，那

我開首講了。明白嗎？明白了我就開首講「前導」那裏。在講述「前導」時，我們揭

開首頁，第三行，「前導」了，甲一、「前導」，甲二、諸行，甲三、真如，甲四、

解行。甲一是「前導」，「前導」裏分三點，分三大段：第一大段是講「三自性」與

「空有」的關係；然後第二段是講「唯識」一詞的意義；第三段是講唯識學的歷史和

源流，源流，源流者，即是英文中的 tradition，唯識學的歷史與源流。

現在，我們先講乙一、「三自性」與「空有」，現在有很多人，現在坐在這裏的

起碼有三分之一人對於「三自性」是非常陌生的，不過，你想了解唯識，甚至乎你想

了解大乘佛教就非了解「三自性」不可，那麼「三自性」為甚麼〔要了解〕呢？理由

是這樣的，佛教的那些講述唯識的書，最重要的，講唯識的一本最重要的經典，叫做

《解深密經》。《解深密經》，這是一部講唯識最重要的經典。《解深密經》它這樣

說：釋迦牟尼佛說法有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他的對象、他說法的對象，即是他主要

是對哪類人說呢？就是對那些小乘的人說；對那些小乘的人說法，說教，小乘人、對

小乘人說教，小乘人的根基是比較蠢鈍些，這樣，當他說教的時候說了甚麼呢？主要

是講四諦的內容。第一個時期，對那些小乘人，小乘人，對象就是小乘人。小乘的根

基〔的人〕，他所說教的內容就不外是四諦，說明我們的人生、我們世界是不美滿

的、是苦的。這個苦字是非常廣義的，作「不美滿」解。所以那些外國人將苦字譯做

ill，是嗎？一個 l還是兩個 l？

學員：兩個 l。

羅公：一個 l？ 

學員：兩個 l。

羅公：兩個 l？是不美滿的意思，不是說很苦呀！好似吃了川蓮呀！不是這樣解的，

不美滿的，是這個意思。

「苦」，即是我們的人生與這個世界都是不美滿的，實在是不美滿的。為甚麼

呢？因為常常有八種苦跟隨著我們的：生—出世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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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做皇帝偏偏沒得做，做了皇帝想長命卻偏偏他又要死，這是「求不得苦」。

「愛別離苦」，是嗎？唐明皇最愛楊貴妃，結果因兵變［他］被逼要勒死楊貴妃。

愛、最愛的事物都要與你別離，「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憎怨會苦」，你最

痛恨的事物偏偏和你碰頭。最怕是窮，但偏偏窮困就與你碰頭，這樣，「憎怨會合

苦」；還有，還有一種是甚麼呢？「五蘊盛苦」。「五蘊盛苦」是指甚麼呢？「五

蘊」是指我們的身體，有了身體就有苦的，即是除了這七種苦之外，因為有身體才有

苦的。例如甚麼？競選失敗、計劃企業不成功這些，很多東西是苦的。

學員：真是慘。

羅公：這是八種苦經常跟隨著我們的，所以人生確是苦的。

人生是苦的，這是真真實實的，「諦」即是真實。所以講述人生是苦的道理是真

實的。這就是「苦諦」，「苦諦」不是憑空出現的，是有一些東西招集這些「苦」出

現的。譬如我們今世的人生為何會如此苦呢？是由於前世有一種力量招集它出來的。

「集」即招集，collection，collection招集，「集」是甚麼？是前生的煩惱，前世起

很多煩惱：貪、惱怒，這些貪、嗔、癡等煩惱。因為有了煩惱，就被煩惱驅使我們做

很多行為，叫做「業」，「業」就不是作事業解的，是當行為解，behavior 或者

action，由煩惱做動機，於是我們做出種種行為。

這些「煩惱」與「業」是能夠招集苦的，尤其是前世的「煩惱」和前世「業」的

招集而引起今世的苦。但在今天你先不要問這個問題：「煩惱與業為何會招集苦

呢？」你慢慢就會知道了。是嗎？你讀懂唯識就會明白了，先不要現在這麼快就問。

那麼人生豈不是沒有希望了？不是！我們有一種「滅」，「苦諦」、「集諦」，還有

一個「滅諦」，「滅」是甚麼？不是說毀滅，〔是〕苦的原因滅了，苦的結果也滅了

的那種消涼恬靜的狀態，不是說無的，即是生死輪迴停止了。

所以「滅」字，譯做 stop 或者 stopping，甚麼東西 stop？生死輪迴 stop 了，那

時的那種狀態，那種 state 就叫做「滅」；又名叫做「涅槃」，「涅槃」即是

stopping 的意思，「涅槃」即是生死輪迴都停息了的那種狀態，叫做滅。他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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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是有的，何解？當我們把「小我」停息了，當我們融歸到真如的時候，那時宇

宙就是我，我就是宇宙。「滅」，「滅諦」，佛陀說這個「滅」是有的，不是無的。

「滅諦」。那麼「滅」是不是憑空得？有些蠢人以為等就可以得到了，不行，不是你

等就可得的，那麼我經常拜佛可以得到嗎？你拜一萬世［佛］都不會得「滅」的。你

要修道，修「八正道」。你說：羅生你這樣講，我們就不要拜佛了。那又不是不拜

佛，拜佛可以助成你。是嗎？但是，你一定要修「八正道」、修「三十七菩提分

法」，尤其是要修止觀。單單拜佛是永遠不會證到「滅」的。

那些人豈不是很失望？不用失望，你學就行了。你學就行了，你不學而已，你懶

而已，只要你不懶就可以了。如果我現時八十歲了，又該怎麼辦呢？如何學呢？我今

天早上學，到了晚上我就忘記了，如何是好呢？可以，你念阿彌陀佛，往生之後，到

極樂世界，讓阿彌陀佛教你。你不年青嘛！到了極樂世界的時候，給一個希望他，所

以要設一些淨土法門。是嗎？假若我又不念佛，但經常做好事，又如何？都可以，今

世沒有希望了，你做甚麼好事都沒有希望的，怎樣呢？做了好事，種下一些好的因，

來世就不要生在埃塞俄比亞那些地方，要生在哪裏？生在瑞士、生在巴黎、生在紐

約、華盛頓；又有書可以讓你讀，考入的學校都是哈佛，耶魯，劍橋那些學校。甚麼

大道理，你只要肯學，都有得學，下一世都不遲。是嗎？是呀！你不斷做好事，也會

有這樣的好處。你想今生就得［解脫］就不行了。

所以有些人講，叫你們不要〔學〕，念佛就好了，不必學習太多東西都有些道理

的，不過他說得太早，你們還未到不能學的時候，這句話要到人不能學的時候才講，

就是這樣解。「滅諦」，你想證得這個「滅諦」，你就要修道。修道可以「證」、可

以接觸到「滅諦」，這是真實的，所以叫做「道諦」。是嗎？「道諦」者，普通就有

三十七種，即是道諦的那個 program，小乘有三十七項；大乘亦有若干多項，你修道

就可以了。釋迦佛初期對那些小乘的人，講的叫做「四諦」，就叫做「四諦法輪」。

「輪」是古代的一種兵器，十分巨大的輪，在打仗的時候，用很多壯士拖動那個輪，

那些敵人來到的時候，整個輪推過去，滾動過去，那些敵人就被它碾死。是一種很厲

害的兵器。現在用甚麼呢？坦克車，現在就用坦克車，以前古印度打仗就用「輪」。

佛說這個四諦法就可以把那些煩惱摧破，把那些邪說摧毀，就好似那兵器的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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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法之輪，所以叫做「法輪」。佛所說的這套四諦的道理就叫做「四諦法輪」。明

白了嗎？佛初期就是講「四諦法輪」。這「四諦法輪」只是就人生哲學，即是就甚麼

呢？就人生的修養、人生的道德立說而已，並沒有講那些很深的哲學理論的，哪些深

的哲學理論他［佛］沒有講呢？形而上學他［佛］沒有講的，簡稱為「形上學」。［

佛］不說；知識哲學他［佛］沒有講的；在哲學範疇裡，小乘的人不講沒有這些的。

其實，哲學最重要的就是這兩方面，他［佛］沒有講的。甚麼叫做形而上學呢？

形，就是 physics，形上學，原來這個字是由希臘文譯過來的。由希臘文變成英文，

英文叫做 metaphysics，meta 即是超過；physics 即是物體，超過物體以上，即是無

形、抽象的那類學問。是研究甚麼？這個世界的本質是甚麼呢？看不到的，這套東

西。即是研究甚麼？因果是有沒有的？即是人生有沒有因果？誰能夠看見因果？只有

甚麼呢？唯有閻羅王囉！閻羅王是有沒有？閻羅王是不可知，神的有無如何可知呢？

但是因果的有無我們就可以討論了。但是因果是無形無相的，仍然是甚麼？形上學。

還有「有與無」，甚麼是有？甚麼是無？「有」與「無」的關係又是如何？這都是

「形上」的，這一類叫做形上學。小乘的人因為那些人比較蠢些，不能夠談得到「形

上學」的。

還有「知識論」，我們的知識有很多問題的，現時你們要爭論是不行的，要懂，

人想要頭腦清醒些，最好你就是學一下「知識論」，「知識論」普通譯名叫做「方法

論」，我們用甚麼方法去了解這個世界呢？了解我們人生呢？這一套就方法而言，就

是「方法論」，一般來說，叫做「知識論」。「知識論」這個名詞，英文叫做甚麼？

Epistemology。Epistemology 又叫做甚麼呢？現在很少用 Epistemology 這個字了，

現在用甚麼字？就用 Philosophy of Knowledge，就是知識哲學。「形上學」就叫做

metaphysics 了，那麼知識哲學是研究甚麼呢？第一、它主要研究這幾個問題，知識

的對象，我們的知識一定有一個 object 的，有很多 object 的，一些對象，這些知識

對象是否真實？　　譬如我現在看見胡麗麗。而胡麗麗就是作為一個 object被我見

到，這位胡麗麗到底是否在我知識之外有一位胡麗麗呢？抑或所謂「胡麗麗」者，是

我的知識放射出去覺得有一位「胡麗麗」？換言之，即是我今天見到的「胡麗麗」是

否只是我正在做人生的大夢？在夢中放射出影子出來，其中有一點叫做「胡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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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我真的沒有做夢，我沒有出生或者我死了，仍然有位「胡麗麗」存在呢？這都是

一個大問題來的。即知識有沒有一個客觀的對象存在呢？這樣，這些就是研究這些

了，這些知識的對象的問題了。

第二是知識的起源的問題了，為甚麼我們會有知識呢？知識的起源是甚麼呢？到

底我們的知識是由我們的經驗得來的嗎？知識是否起源於經驗呢？抑或知識起源於我

們先天帶來的聰明才智和理智呢？叫做理性、 reason，知識的起源是由於

experience——經驗得來，抑或是由於我們的 reason、理性得來呢？知識的來源。

這又有一個問題要解答的。還有，到底我們的知識可不可能認識到這個真的世界？縱

使這世界是有一個真的世界，我們的知識有沒有力量去認識它呢？就是要研究這些問

題，這些叫做「知識哲學」。這都是「形而上學」和「知識哲學」，都是哲學的深處

來的。小乘的人無知，即是不適宜於講這些，所以，釋迦牟尼佛初期轉四諦法輪的時

候，他就沒有談及「形上學」的內容；亦沒有談及「知識論」的內容的。只是教你應

該如何做人，這叫做「人生論」了。純粹哲學，我們在這裏要知道哲學理論，即

“Philosophy”應該是有兩大部門的。一部份部門是叫做「純粹哲學」，或者稱為

「純理哲學」，即「純粹理論的哲學」；一部份就叫做「實用哲學」，或者「應用哲

學」。應該稱為「應用」吧，不要「實用」了，應用即是英文的 apply，是「應用哲

學」。「應用哲學」要根據「純理哲學」推論出來的，學哲學，「純理哲學」是最緊

要的。

所以如果你們在大學有選讀過一科《哲學概論》，對你們的頭腦很有關連，可以

幫幫忙。不過，現在你們要知道所謂「純理哲學」是指這三部份：一部份叫做「形而

上學」，又名叫做「本體論」。專研究這個宇宙本體是甚麼，主要研究這種理論，所

以又叫做「形上學」或者叫做「本體論」。凡是研究宇宙的本體都是「形而上學」、

「本體論」。第二部份叫做「知識論」，又叫做「認識論」。第三部份是研究我們做

人，人生的價值如何？人生的歸宿將來是怎樣的？人生的態度應該如何？這些叫做

「人生論」，又叫做「人生哲學」了。「純理哲學」不外乎是這三部份而已。

小乘的佛教，沒有講「形上學」，亦沒有講「知識論」，只講了「人生論」而

20



已。你一有了「純理哲學」，你就會戴著「純理哲學」的有色眼鏡來看這個世界了，

就會有很多實用的理論了，於是又有所謂甚麼呢？你有一套「形上學」、有一套「知

識論」、有一套「人生論」作為基礎，你來觀察這個社會，這個社會是如何如何的，

這就叫做甚麼？「社會哲學」了。並非等於社會學，是「社會哲學」，這是實用的

了。又例如甚麼呢？又例如研究政治，你有一套「純理哲學」的理論，你出來講政治

的時候，就叫做「政治哲學」了。

譬如我說我已經有一套「純理哲學」思想了，我現在要談論教育，這叫做甚麼

呢？叫做「教育哲學」了。這些都是「應用哲學」來的。譬如我現在是一位藝術家，

現在我用一套「純理哲學」的思想來談藝術，這就叫做「藝術哲學」了。可以無比那

麼多。　又例如我有一套「純粹哲學」的思想，我現在談論經濟的問題了，〔這是〕

「經濟哲學」。還有一個日本人寫一本甚麼？「醫藥哲學」的書，日本人有一本這樣

的書，都可以的。你寫甚麼都可以的，還有一些是寫甚麼呢？寫很多古靈精怪的哲學

也可以。這些都是「應用哲學」。不過，你在大學讀書主要都是學這些，是嗎？如果

你選修一科《哲學概論》就是教你這些的。至於哪一段就看你的專科，譬如你現在入

讀教育學院修讀教育碩士，它一定要求你修讀甚麼？教育哲學的那一科的，如果你這

一科不合格，你一定不能夠取得碩士學位。你想研究教育哲學，就一定要讀〔《哲學

概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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