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以哲學上的這個普通哲學概論嘛，你一定要讀的。於是小乘沒提及形上學；

沒有講知識論的。凡是哲學上沒有講知識論，又沒有講形而上學的思想，叫它做甚

麼？樸素的，樸素的，即是未經過檢討批判的，都是樸素的。即是小乘哲學思想，即

是「四諦」的思想，都是很樸素的，未曾經過知識論的檢討的。而它的對象是小乘的

人，既然它是很樸素的而又沒有講形上學的，講「空」與「不空」又是甚麼？「空」

是形上學來的。所以小乘人就沒有講「空」的，沒有說「空」，但世人就認為這個世

界是實有的。這樣，這種這樣的思想很樸素的，這個思想又叫做「實在論」，也可

以，論可稱為「主義」兩個字，「論」即是英文中的  i-s-m。「實在主義」稱為

realism，realism 即實在普通都人叫做 realism的，與 realism 相反的稱為 idealism

觀念主義。這樣，普通的人都一定是「實在論」的，很少會是「觀念論」的。凡是形

成這個世界是「有」的，實在論，〔別人問：〕喂！你有沒有的？我當然是有的！你

懵的嗎？我無？他通常是實在論的。這樣，小乘人都是「實在論」的人多。

釋迦牟尼佛在講小乘哲學、小乘經典的時候，是站在「實在論」立場講的。站在

「實在論」立場講的，所以「實在」即是有了，「實在」就是有了。有不就即是「存

在」？「有」即 exist，存在的。這樣，因為小乘人的「四諦法輪」都是認為這個世

界是有、人生都是有的。所以叫做甚麼？「有教」了，亦稱之為「有宗」了。但是後

來大乘亦有大乘的「有宗」，所以我們就加小乘二字，〔稱為〕小乘的「有宗」了。

但是與唯識大乘「有宗」有所不同。「有教」，即小乘稱為「有教」，「四諦法輪」

的「有教」。所謂「有教」，現在重新總括所謂「有教」，即是說佛初期所說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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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稱為「四諦法輪」，釋迦牟尼佛所教導的初期的對象是小乘的人，內容是甚

麼？ 苦、集、滅、道的四諦，經典又是哪一類經典？現今現存經典：四種《阿含

經》、《阿含經》，那你現在想看小乘的「有教」的〔經典，就是〕《阿含經》。這

就是依據《解深密經》所說的，釋迦佛初期是講「有教」，但是「有教」雖然〔說〕

「有」，但不是絕對「有」，即是說甚麼？每件事物都有的，五蘊確是有五蘊、十二

處確是有十二處，十八界確是有十八界、這個世界確有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是由微粒

子所造成的，確是有微粒子，甚麼都有，只是一種無的，這個「我」是無的，這個

「我」是眾緣和合造成的而已。

除了這個「我」之外，其他事物都是有的，就是「無我」，特點就是這樣。每樣

東西都有，只有「我」是無的。這就是小乘有教了。好了，釋迦牟尼佛初期就是說

「有教」，「有教」即是「四諦法輪」。但是那些人聽聞了「有教」後，有沒有好處

呢？好處固然是很大，依著它來修行，依據著《阿含經》的「四諦法輪」來修行，很

多人就證得甚麼呢？證得預流果又有、證得不還果又有、一來果也有，證得不還果也

有，證得阿羅漢果也有，很多人證到果位。但證了「果」還有一件事，證了「果」都

仍然是執著，執著甚麼呢？他只是說「我」是無的，除了那個「我」之外，還是每樣

事物都是有的，這個電視機、電腦又有，這個鈴是有鈴，這是月亮有月亮，太陽有太

陽，每樣都有的。是有一個佛，真的有一個佛，是不是呀 ?自己的生命是真的有生

命，這是所謂的「有教」。這個執著，一有了執著，就要怎樣呢？智慧就有限度了。

佛的智慧就是最高的智慧，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沒有執著的。

那些小乘人有執著就〔只〕有執著的智慧，不能成佛。不能夠成佛，但是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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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志願想成佛的，是嗎？只成了阿羅漢他是不滿足的。那怎麼辦呢？佛就要怎樣？

破那些執著了，破那些執著。那個「我」固然是無，其他的事事物物，山河大地、日

月星辰，都是不實在的。甚麼叫不實在？「空」、「空」、「空」字一方面是指不實

在，是一個 adjective，是一個形容詞。但一方面又指甚麼？是指 reality的，這個

「空」字，不過中文的「空」字是很籠統的。為了避免籠統起見，當這個〔「空」〕

是作「真如」解的時候，便加了個「性」字，叫做「空性」；  如果作「不實在」

解，就叫「空」字，明不明白？英文就很清楚，「空」的不實在，empty，是嗎？如

果是「空性」就是 emptiness的，加 n-e-s-s，別人一看便很清楚。所以有些時候，

如果是讀英文出身的人，你看英文佛經便容易閱讀，不過可惜英文佛經太少，太少

了。 這樣，佛為了有些大根大器希望成佛的人，為了這些人設想，就要破除他們的

執著，讓他們不被成見所束縛。於是，他進一步說甚麼呢？說《般若經》了，《般若

波羅密多經》。《般若波羅密多經》就掃除那些執著，甚麼都是空，甚麼都是空，甚

麼都是空，滿口空，所以稱之為「空教」。  第二個時期是「空教」，「空教」的目

的就是破除那些執著，令那些人沒有執著就可以修行成佛。

說「空教」的對象是甚麼〔人〕？大乘的人，以大乘的人為主，這豈不是裏面的

小乘的人沒有得聽？不是的，那些小乘的人有兩種，一種決定是小乘的，你如何拖

他，都不會成佛的，只成了阿羅漢就已經滿足了，是一種人;另外有一類雖然都是小

乘〔人〕，但他的本質很有聰明才智，不過他是以過度時期先學習小乘，將來他會轉

變成大乘的這類〔人〕。佛就是為了這類人，為了那類小乘人，同時，學習大乘的人

亦有兩類，一類是直入大乘的，不學小乘的，縱使他讀小乘經也會讀出大乘的理論

的，有些人就是這樣，聰明的人，你給他講小乘經他卻聽出大乘的道理。他去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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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裡、聖堂裡，你跟他說聖經，他就會像聽到佛經一樣的道理。不止大乘人聽出大乘

一樣道理的，何解？〔因為〕他的根基是大〔乘〕的，那些是直入大乘的；第二類，

是普通的根器，一開首便學習大乘他不行，他先學習小乘，先證了阿羅漢果，再轉變

入大乘的那類，共兩類。佛講《般若經》，講《般若波羅密經》專為這兩類人講，不

是為那些純粹的小乘人講的，  佛陀罵那類人為「焦芽敗種」，沒有希望的，好像焦

芽那樣，已經焦枯了就沒有用了，這類人你入涅槃可也，「敗種」、那些種子已經腐

爛了，不能夠再生長出芽了。佛罵這類人是「焦芽敗種」。 

這樣，於是佛就在第二個時期，就說《般若經》，就講「一切皆空」， 這樣就

會偏向「空」了，因為甚麼？  他針對那些人執「有」嘛，這就叫甚麼？般若甚麼都

說「空」，「空」就是無相，無實質的。無相即是無實質的，每樣事物都沒有它自己

的本身的，所以《般若經》叫做「無相法輪」。釋迦牟尼佛的第二個時期，其對象即

是大乘根器的人轉這個「無相法輪」。經典即是現在的那些《般若經》了。「無相法

輪」講「空」，又名叫做「空教」。空教只是大乘的，小乘有沒有「空教」呢？有，

有部分小乘是講「空」的，但就「空」得不徹底。這就是「無相法輪」空教，空教主

要破人的執著。謝謝！可以了。一切皆空，好了，那些人一聽到般若經，那些十分聰

明的人知道「空」不過是破執而已，但有些人不是很聰明的，他就執著了，「一切皆

空」就會流入虛無主義，好危險的。所以佛就怎樣？為了補救這個偏差，於是就於第

三個時期說「唯識教」，說「唯識教」。  因為唯識教既不偏「空」亦不偏於

「有」，所以就叫做「中道教」，  又叫做「非空」、「非空非有教」，即不是絕對

說「空」〔亦〕不是絕對講「有」。 第三個時期又叫做「唯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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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法輪、「中道法輪」、「非空非有法輪」、 「唯識法輪」。但因為它不是

說「空」，不是說一切都空，所以那些「空宗」的人就生它的氣，就罵它是「空教」

來的！不是！你這些都是「有教」來的！這樣責罵唯識〔宗〕的。  「唯識教」亦不

介意，是呀！是「有」，不過我這些大乘的「有」，就與小乘的「有」不同，所以叫

做大乘「有宗」。section那個字，又或者 sect，宗派，大乘「有宗」，即是「唯識

宗」了。其對象是誰呢？大乘「有宗」其對象是甚麼呢？是對有兩種人說的，一方面

對小乘人說，因為它講「有」，  小乘人都接受的，小乘人聽的時候也合適；第二

是，第二是破大乘的那些的「惡取空」。

所以它又針對大乘的人，即是不只是為小乘人講，又是為大乘人講；不只是為大

乘人講，亦兼為小乘人講的，就叫做「唯識教」，又稱為「中道教」。  但是有些人

又會說你仍然是說「有」，那麼大乘「有宗」，  大乘的「有教」，那就是三派了。

一派就是甚麼？講起來，它所根據的經典，主要就是六本經、十一本論。  這個六經

十一論慢慢才說，無謂搞亂你們的腦筋。羅公，你先說兩本出來，先說兩本，講夠三

本也沒有所謂。最主要的是就是我剛才介紹了的《解深密經》，不用寫了。  第二本

重要的是《楞伽經》，這個不要讀「騎」，讀「伽」，《楞伽經》。  都是重要，不

過沒有《解深密經》那麼重要。《楞伽經》不只是唯識宗的經典，同時亦是禪宗經

典。再說一部就是叫做《華嚴經》了，《華嚴經》。這樣呢，你們主要讀的經就是這

些。這樣，為甚麼唯識又叫做「非空非有」？ 

「唯識」者只有「識」，「識」的那個「識」字 consciousness，只有「識」，

「識」即是一種認識的力。只有認識力，宇宙萬象都是由我們的認識力顯現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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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這個宇宙萬象都是由我們的「識」顯現出來，即是說這個宇宙萬象不是實有的

了，那就是「非有」。但是「識」不是無的，如果「識」都是無，那就變成了虛無

了，「非無」所以就「非空」。即是說甚麼呢？外面的「境」，那「識」之外的種種

object「非有」；我們內心「非無」，所以「非有」亦「非空」，所以唯識便稱為中

道教，又稱之為「唯識教」。  這樣，唯識教，學習「唯識教」，其實是很徹底的，

對人生、對宇宙解釋得很妥貼。除非你不是真的很客觀地去學，帶著主觀，想搗蛋

的，就難說了。如果你真真正正好客觀，即不要很執著地去學，十個學唯識的，恐怕

有九個不〔會中途〕退出來，最多一個退出來而已。那九個之中，有些，有些就真真

正正是實際修行，想去成佛的，有些就說慢慢也不遲。大概那九個之中，真正想修行

成佛的都有一、兩個，就當作哲學看看的：「我都識得這套理論的。」這樣的就佔了

七、八個。就是這個情形。

現在我們開首介紹這套唯識的理論給大家。這樣，不過這第一個標題是「三自性

與空有」。現在，甚麼叫做「空有」呢？「空」者，「空」字如何解呀？不實在的，

形容詞來的。不實在的、假的，甚至有些是沒有的，那就叫做「空」。不實在的、假

的或者沒有的，根本沒有的，這就叫做「空」。「有」，是存在的，有這種東西存在

的，即是那種東西是 exist，英文的 exist，就叫做「有」。大致上是這樣，但是不是

這樣簡單的，對嗎？那我們呢，如果你們想真正了解「空有」的意義，最好就是了解

「三自性」。「三自性」一了解，最低限度學唯識的人，所謂的「空」、所謂

「有」，亦非常清楚。「三自性」是出自哪裡呢？出自剛才說的那本《楞伽經》。

《楞伽經》說的。那麼我們看下，看下這處，「三自性」者即世界的事物，不出三類

本質。「自性」為本質，「自性」等於本質，記住，「自性」就是本質。世界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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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論甚麼東西也好，幾多萬種都好，概括來說，不出，它們的本質不出三類，就

是「三自性」。三類之中，有些就是「空」的，有些就是「有」的，哪些是「空」？

哪些是「有」？我們先了解「三自性」，然後指出哪一種「自性」是「空」的，哪一

種的自性是「有」的，這樣很清楚了!一些籠統都無的，學佛最大忌就是籠統。我們

看看乙一。

「三自性與空有」，我們不妨看一看，我這段文字，我文字壓縮得好多，如果你

一伸長它，一冊可以伸出幾冊出來。「佛家大乘經典（經卷）大乘經卷帙雖多，論其

要義，就不外空有兩輪。」懂吧!「空法輪」和「有法輪」。「空法輪」即「無相法

輪」，《般若經》。「有法輪」是指甚麼呢？小乘經和大乘唯識宗的經。那現在我亦

講唯識，不講小乘，那我們這裏是暫時將小乘，將小乘「有宗」撇開。所謂「有」，

是指大乘的「有宗」，明嗎？「空有」兩輪，那你知「空有」兩輪是指甚麼嗎？大乘

了，是嗎？撇開小乘不講了。(書)旁邊那行，「後人就依此兩類的經典就建立」了兩

大系的宗，兩大系，兩個大的 system（系統）的思想了，建立兩個大的 system（系

統）的「空有」兩宗了。

現在呢，就先講「空有」兩輪，然後再講由「空有」兩輪所產生的兩宗。「大乘

經何以分為空有兩輪？欲解答此問題，宜從三自性說起」。「三自性」，「三自性」

呢，我這裡講給你聽，「三自性」亦稱「三自相」的，因為梵文的「性」字和「相」

字通用的。所以不好，讀書最怕就是這些事，一旦通用就麻煩，通用。梵文的

「性」、「相」兩個字，是通用的，「互訓」即是通用。「自性就是本質，自相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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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狀態」，清楚吧？是嗎？這樣，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不出這三類本質。依

《解深密經》和《楞伽經》等，一切法之本質，或者解一切法本身的狀態，不出三

種，有三種。第一種，這裡留意了，入題了。第一種叫做「徧計所執自性」，即是這

本質是由於甚麼來的？「徧計」，徧即是到處、普遍，無處不計，「計」就是計較。

甚麼都要計較，這個計較不是說吝嗇那種計較，甚麼計較下它是有的抑或是無的？那

種計較，很廣義的。到處計較，無所不計較，計較結果就起了執著，就「執」了這種

東西，這種東西是有的，那種東西是無的。這個東西是實有的，那件東西是假有的。

這些，這個方法你做了就可以成佛，〔做了〕那種樣東西你可以成仙了！由於到處計

較，計較結果就產生很多執著，就無那種〔東西〕就「執」出那種〔東西〕來。一聽

到這個名就知道實在是無的，那些是無呢？例如這樣：我們時時執著有，執著有靈

魂，有個我，佛家說：靈魂在哪裡？造成人生的只是五大堆東西。

第一堆是物質，第二堆是甚麼呀？feeling，感受，苦樂的感覺。第三是甚麼？

「想」，那是甚麼？perception。第四種是甚麼？那些感情意志，「貪」、

「嗔」、「癡」等那些感情或那些慾望，和「我要如何！我要如何！」的這些意志之

類等等。第四者我們叫做「認識力」，五堆零件來的，不是一件東西來的。這五堆零

件整天會變換的，好像那些、那架汽車的機件。用久了這件壞了，就換過第二件，沒

有一件實的東西。那個靈魂在何處呢？所以，但有些人又偏偏相信有自己的靈魂，說

這個靈魂的本質又是甚麼呢？是「徧計所執」出來的，根本沒有這回事。即是說根本

你沒有這回事，而你以為有的，這些東西叫「徧計所執自性」。這個「自性」的

「自」字，將它 omit（省略）了，就叫做「徧計所執性」，明白嗎?「徧計所執自

性」。本來就沒有〔那〕個「我」的，但他們偏偏執著個「我」，一執著「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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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就叫那個「我」做「我」，有些人叫「self」，有些人叫它做「atom」，有些

人叫它做「 tmanā 」，但有些人叫它做「靈魂」，有些人叫它做甚麼？

有些人叫它做「人」，有些人叫它做「主人翁」。其實這些通通叫做「徧計所執

自性」，是嗎？一個女人滿臉爛麻豆皮兼歪嘴，但是有些人見到她好像楊貴妃一樣

的，顯然他沒有客觀性。我不是說任何人，是嗎?現在亦都找不到這樣子的人。偏偏

有一種人以為她比楊貴妃還要美，這樣，這個是甚麼來的？這個是「徧計所執自

性」。在佛經來說，你們整天說愛情。就佛經來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這是「徧計

所執」。所謂愛情者是「徧計所執自性」，是甚麼來的？本質是甚麼？人是有個身

體，身體裡有很多荷爾蒙，這些荷爾蒙的作用，內分泌的作用，有甚麼刺激起你的身

體？起了甚麼？起了性慾，起了性慾再加以你受教育，有多少良心，又再加以你甚

麼? 看了那些文學作品，那些詩、那些小說書的影響，於是，就認為世界上真是有種

神聖一樣的愛情。

如果就佛經來看，這些正式是「徧計所執自性」，是虛妄的，靠不住，是嗎？是

要靠甚麼？靠人的責任心來維持的。有些人已七、八十歲，兩夫妻都還維持到感情，

為何?你猜這真是真愛情維持嗎？是他的責任心，他受教育的結果，是嗎？是因這些

〔道德〕的維持，這些都是零件而已，哪裡有這種「實」的東西。這一類叫「徧計所

執自性」。很多人、年青人說羅先生講這些，我在大學教書時說最荒謬，羅先生講的

東西最荒謬是甚麼？他否定愛情，〔說是〕最靠不住的。其實你想想你就知道，你不

身受其害你不知，你剛好遇著某一個人，身受其害你就知味道了。是嗎？好了，「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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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所執自性」，這樣東西全無的，無本質，既無本質，亦無作用，我們硬要以為它有

的。「體」、「用」都無的，全無的，就是「徧計所執自性」。完全空的，是嗎?空

的。

第二種，「依他起自性」，「他」即是條件，「依」就是依靠。「依靠」各種

condition，各種條件。這些條件一切〔和〕合的時候，就有一種東西出現了。例如

甚麼呢？例如：一塊瓷泥，一個會造杯碟的師傅，一種會造杯碟的文化傳到今日，一

架機器，有些火力，這麼多種條件一合。還要有很多條件，例如甚麼呢？成立這家店

舖的老闆的資本等等，這麼多條件一合起來，只要這麼多條件不相矛盾，就會產生甚

麼?產生瓷器杯、瓷器碟、瓷器花瓶等，甚麼都產生。這些瓷器杯、瓷器碟、瓷器花

瓶都是甚麼？眾緣，即是各種條件和合，即配合造作出來的，這些叫做「依他起自

性」。依靠條件配合而生起，那個「起」字當作「生」、生出來的，這些叫做「依他

起自性」，本質就是這樣來的。這個「起」字作「生」解。即是英文的甚麼? 是不是

produce？或是名詞叫做 production，是嗎？「生」、「起」字當「生」這樣解，

它的本質就是依眾緣和合而起。好啦。這樣東西空不空？江漢南！

聽眾：不空。

羅公：不空的。

眾緣和合的時候它就有的，馬路上那部汽車是空的？空不空呀？不空的。如果你

說空的話，你走吧，撞過去，看你死不死，是嗎？所以，〔雖然〕那部汽車是「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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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性」的，是零件配合的，但它有「體」的，它的「體」雖然不是一種好單純的

「體」、本質，是嗎?但它有作用的，有撞死人的作用的，有「體」有「用」的，是

嗎?這個是「依他起自性」。那這就是「實有」了？又不是實，會壞的，那這個是甚

麼？我們叫它做甚麼？「假有」，是嗎?「依他起性」就是「假有」，或者叫做「幻

有」，無錯，「幻有」、「假有」，「依他起性」。那第三種呢?就是 「圓成實自

性」了，「圓」者，甚麼是「圓」者？就「周遍」，怎樣叫做「周遍」？無處不在，

無時不在，就叫做「圓」。「圓」者遍也，普遍的遍，「圓」即遍字那樣解。

「成」，成者就不變，不變，看你明不明？不變，「成」。「實」，不是假的，實

的、真的，「實」即真的，true那個字。

普遍，周遍，是永恆又實在的，這個是甚麼來的？宇宙本體，「即是真如」，亦

即是「空性」。如果你是天主教徒，這個正式是上帝。「圓成實性」，這個是宇宙萬

物的本質了，這個又如何？有的，不是無的，不只有，不只有，〔而且〕是「實有」

的。「依他起性」是「假有」，它是「實有」。這樣，世界上不外是這三種東西，這

三類東西。那甚麼叫「空」，甚麼叫「有」，你已經知道了。「徧計所執自性」(是)

「空」的，「依他起自性」和「圓成實自性」是「有」的。「有」之中又分兩類，一

類是「假有」，一類是「實有」。很清楚，是嗎？所以你一瞭解唯識，﹝再回頭﹞讀

「般若」，你好清楚的。你看過王亭之那段﹝文字﹞嗎？他說那些「唯識宗」，叫做

「法相家」。「法相家」的人來解﹝釋﹞「般若」，解﹝釋﹞得非常清楚。

就這樣看《般若經》就不﹝會﹞清楚的，所以有些人說《般若經》是甚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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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詆譭﹝《般若經》﹞，說這些是神秘主義的舞台，是嗎?看起來，忽然間又「無自

性」、又「不可得」、乜乜物物（如此這般），搞到你一頭霧水，搞不明白，真的，

如果你分析力不夠，你不用﹝說別的﹞，你現在只是讀《金剛經》，你就﹝會很﹞麻

煩了。現在有些人讀一輩子《金剛經》都不懂如何解《金剛經》的。〔只〕有經過我

們講「法相」、「唯識」的人一分析《金剛經》，就將它﹝《金剛經》﹞分析成甚

麼?﹝分析為﹞二十七個問題，即是二十七個主題，再將每一個主題來解釋，變成都

不知多清楚！這樣《金剛經》的〔宗旨〕就很明顯了。所以難為有些人，他又不懂看

那二十七個﹝主題﹞，有很多這種人，﹝卻﹞登堂講《金剛經》。這種人，假使，假

使地獄裡面有個叫做「拔舌地獄」，古代相傳。﹝在﹞「拔舌地獄」是要勾脷（舌）

根的。那個「拔舌地獄」就一定是專為這種人設的，他都不懂的，﹝但﹞又亂講一

通，是嗎?

聽眾：羅公，我想問一個問題。是不是現在每一法都有「三自性」呢？每一個法都有

「三自性」？

羅公：每一個法都可以從你的觀點不同就看出三種「自性」。

聽眾：每一法都有「三自性」？

羅公：不是每一法本身有，每一法本身根本甚麼都無，是﹝依﹞你的觀點來看的。

譬如一個彌勒像，那些蠢材以為向住它叩頭，它會保佑你；你無福，又會令你得

到福，你無智慧，又說它可以給智慧你。這種人蠢到加一（特別蠢），是可憐蟲，最

多這種人。不過這樣的，這種可憐蟲，你不要小看他。他今世，今世種下的因，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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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會很聰明都﹝說﹞不定。這樣，他這樣是甚麼? ﹝他﹞以為是有個真的彌勒會保佑

人的。那個他所看到的彌勒是甚麼？是「徧計所執性」，是嗎?我看又怎樣？這個彌

勒，是那些人，唐朝有個人依著經典裡所說的彌勒像，依著他的構想，找根木頭雕

﹝刻﹞成這樣。那些日本人來將它運回到日本，放在日本裡，一路流傳到現在。他們

認為這是第一號古董，就叫做第一號國寶。它事實上是在藝術上是相當有價值。我們

選佛像，就不如選擇這個在藝術上都有價值的，而且又夠古。而將它來拍﹝攝﹞下，

放在這裡。這個不過是一塊布、一張紙，上面加些顏色，是一件這樣的東西，又不過

用來刺激我們，令我們聯想到從前一個叫做彌勒佛，是嗎?我們就好敬重、崇敬這個

人，用他來做代表。就好像那些英國的兵，當升起那支﹝國﹞旗，他們就要向它行禮

一樣，不是說﹝彌勒像﹞就真的有一個﹝彌勒﹞在的。這樣我們所看到的這一個﹝彌

勒像﹞是甚麼「性」？

聽眾: 「徧計所執性」

羅公: 「依他」，「依他起性」。

怎可以說它是「徧計所執性」，這個「依他起性」，是嗎?那我們又知道這些都

是幻象來的，是宇宙萬物中的一點來的而已，其實都不是真的，是否沒有真的東西？

有，這個宇宙的本體不是無。這個﹝彌勒像﹞都是宇宙本體所呈現出來的世界的一

點。就這點來說，它是「圓成實性」，明不明白？明白了？這就是「三自性」。你一

懂「三自性」，甚麼叫做「空」、甚麼叫做「有」，﹝你﹞就明白了。那麼這「三自

性」呢？唯識家就喜歡用這個譬喻，這個譬喻，就如何比喻?譬如你黑夜、半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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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有些地方的燈光不是很﹝足﹞夠，見到一條長條形狀樣子的東西，你嚇一跳，這

條還不是蛇？豈不是很容易被牠咬死？就驚怕到流汗，那時，當你那個時候會感覺如

何？真的是有條蛇？是嗎?如果你知道那條不是蛇，你就不會冒汗了，你居然連汗都

冒出來，就一定是相信這條是真蛇了，是嗎?於是，你很快回去，想找個火﹝來﹞照

牠，一開了燈，一看，原來不是蛇來，是繩來的，一條繩放在那裏，那個時候，蛇的

感覺就沒有了，是嗎？蛇的感覺就沒有了。為甚麼會無？是真的有就不會無的，是

嗎？正因為牠不是真的有，所以開了燈﹝後﹞，牠就不見了，是嗎?這樣，蛇是用來

譬喻「徧計所執性」，但條繩不是無，是嗎?你說﹝那﹞條繩子都﹝是﹞無的話，你

這個人就是真的要進精神病院了！是嗎？所以，你以為這個世界都是「空」的，我們

這個人都是「空」的，這個人就真的要請他去青山病院住了，是嗎?這樣，這裡不是

香港，沒有青山病院的。這樣，在哪裡來？

羅公: 這裡的神經院病在哪裡？

聽眾: 六百幾號。這是這條街。

羅公: ﹝神經院病﹞就﹝是在﹞這條街嗎？

聽眾: 六百幾號。

羅公: 哈哈。

聽眾: 差不多，處處都有﹝神經院病﹞。

羅公: 這樣，那條繩子就用來，用來作甚麼？用來表示「依他起性」。

但繩不是「實有」的，繩是甚麼？是那些麻的纖維搓成的而已，如果我們解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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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子來看看，是沒有「繩」的。「依他起性」都是假，是眾緣和合的時候，就有這條

繩，緣一散就無這條繩了。這個是「幻有」、「假有」。麻就用來代表「圓成實

性」，是「實有」。但你不要執著，凡譬喻，譬喻﹝是﹞一節節的而已，你說麻是

「圓成實性」，麻是一條條的，那就「圓成實性」、「真如」都是一條條的了！你不

要這樣，如果﹝你﹞這樣﹝想﹞，你就很蠢的！何解？凡是譬喻都是要一節的，不會

一路尋根究底的，明白嗎？麻是「圓成實性」，如果你執著麻是「實有」，你的

「麻」又是「徧計所執性」了，是嗎？明白了？這樣，「三自性」一明白，這樣就叫

做「三自性」「空有」，明白嗎？今日就說這麼多好了。

聽眾: 羅老師，多謝。

羅公: 不多謝。

聽眾: 我聽講課，你是講得最好的。

羅公: 嗄?

聽眾: 講得最好的。真的很好！

羅公: 我已經說到第一頁、第二頁、第三頁，是嗎? 

講到第三頁的一半了。那現在就要講第三頁由倒數上來第七行那裏了，第七行講

甚麼？由那處起，就﹝是﹞講「三性」的「德性」。說這個「三性」從本質來分類

的，分三種。現在就從它的價值，從它的價值，即從它的「善」、「惡」價值﹝來

說﹞。平時的人就聽不慣這個句﹝價值﹞的這種講法。一般人一聽到「價值」兩個

字，就以為是﹝表示﹞幾多錢，不是的。所謂「價值」，「價值」有三種的。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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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有三種不同的﹝意思﹞，即是從三個不同角度來看，不同講法的。第一就

﹝是﹞甚麼？﹝是﹞從道德上講價值，就有所謂「善」、「惡」、「無記」。

「善」、對己、對人都會有益的、有好的效果的，叫做「善」。「惡」、對己、對人

都有不好的效果產生的，這種東西就叫做「惡」。第三叫做「無記」，即是無所謂，

一件事情對自己、對他人，既不會有好的效果產生，亦不會有惡的效果產生，就叫做

「無記」。這些就從甚麼﹝角度﹞？﹝是﹞從道德上來講價值的。第二種價值，就從

甚麼﹝角度﹞？﹝是﹞經濟學上的價值。這棵菜，這種菜是幾多錢一斤？值不值得幾

多錢一斤？這個就是經濟學上的價值，明白嗎？第三種價值，﹝是﹞就美術上的價

值；這幅畫真是美，或者你這件衣服的顏色真是美了。這些是怎樣？﹝是﹞藝術上的

美，就不關道德上的事。又或者這東西真醜，它樣子真醜怪，你的這件衣服穿起來真

醜，這個又是藝術上的醜。美與醜，美與醜就是藝術上的價值。

那即是價值有三種：一種是道德價值、一種就是經濟價值、一種是藝術的價值。

現在這裡講的就是講它那個道德的價值。你看看，道德價值有三種，它這裏道德的價

值普通叫做「德性」。「德性」即是它那個道德上的價值，就叫做「德性」。那我們

的德性，不出有三種：一種叫做「善性」，即是普遍利益的，有引起好的效果，叫做

「善性」。一種就是「不善性」，「不善性」又名叫做「惡性」。「惡性」，就是對

己、對人都會有不好的效果的，這種叫「不善性」。第三種就叫做「無記性」，對

己、對人都不會產生好的效果；亦不會產生惡劣的效果的，這樣叫做「無記性」。這

樣，一切事物都不出這三種「性」。是嗎?這樣，三種「性」，這三種「性」之中，

一種叫做「善性」，一種叫做「惡性」，一種叫做「無記性」。那我們看看，錯綜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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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你看看這個表，我要讀讀你聽。此「三自性之名義，上文已大略說明。」

羅公: 你懂不懂呀，盧恩？ 

聽眾: 可以了、可以了。

羅公: 聽得到嗎？因為她不懂中文的，我這裏有書。

那就應該分辨它的「德性」了，即是道德上的價值。一切法，記住，在佛法，在

佛法的「法」字，是解作事物解，你不要當它是很玄妙的「法」、甚麼用法的

「法」，不要這樣解。一切法各個都有它的「德性」的。這「德」字，為甚麼要叫

「德性」？我這裡要解釋，這「德」字，「得也」這樣，即是「得到」這個意思。這

個道德的「德」，與得到的「得」字，古代即是﹝同﹞一個字來的即是某一件事物之

所以得以成為某一件事物，它的標誌，即﹝是﹞它的 mark，就叫做「德性」。

「德」，例如白紙之所以得成為白紙，因為它具有「白」的那種「德」。善人之所以

得以成為善人，因為有善的那種「德」。

佛家將一切法之「德性」，先分為兩種，一種叫做「有漏」，一種叫做「無

漏」。一種﹝是﹞with outflow，一種就是 without outflow，兩種的。那個「漏」

字就是煩惱這樣解，即是貪心、嬲怒那類。「漏」是煩惱。煩惱，煩惱已經起了，就

叫做甚麼？叫做現行的煩惱，現前走出來的煩惱。未曾起的，其實這些煩惱未起，我

們的內心裡面已經有了煩惱、起煩惱的可能性了，這些起煩惱的可能性，即是起煩惱

的功能，那種 function、功能，這種會起煩惱的功能，那種 function，就叫做「種

17



子」，它改了一個名叫做「種子」。這些英國人將它譯做 seed，s-e-e-d，seed，

「種子」。煩惱固然是「漏」，煩惱的種子都是「漏」，煩惱和煩惱的「種子」。總

名之叫做「漏」，在唯識裡面，那些定義是很嚴格的。「有漏」，﹝這﹞個名稱就含

有三個意義。第一，為煩惱種子所隨逐，隨逐者，即是 follow，跟著它，被這些煩

惱種子整天跟著它的，這樣東西就叫做「有漏」。

譬喻我們的生命，整天被這些煩惱的種子跟著我們，很容易就起煩惱的。所以我

們說，我們的生命是「有漏生命」，煩惱種子是隨逐，「隨逐」即是被它跟隨，不能

撇開它的。第二，不能對治煩惱的，它無力量對付煩惱的。「對治」即是它不是一種

藥劑可以殺死煩惱的菌那樣，這種就叫做「有漏」。第三，與煩惱互相依倚，互相依

賴的，煩惱依靠它，沒有它煩惱就無從起。它即是，它這個東西會搞壞的，完全因為

靠這些煩惱才會令它搞壞的，是互相依賴的。具備這三個意義的東西，就叫做「有

漏」的東西，明不明白？譬喻你有些人出去講話時，「有漏」、「有漏」這樣，別人

問你為何叫做「有漏」？你講「漏」即是煩惱，那麼何解會有煩惱？你要詳細解釋他

聽的，「有漏」這個字就包含著三個意義的。所以學唯識與學般若不同。般若，你學

般若，你講多些東西都不對的。學唯識就要講得清清楚楚的。

「有漏」這個字，又有第二個名稱，就叫做「雜染」。你在看佛經看到「雜染」

這兩個字，即是「有漏」這樣解。「有漏」何解叫做「雜染」？「雜」者不純粹，不

夠純粹，就謂之「雜」。「染」者染污的，就叫做「染」。那樣，相反「有漏」的對

面就﹝是﹞「無漏」的了，是嗎？「無漏」，又有一個名叫做「清淨」。佛家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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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清淨」，即是「無漏」。「雜染」即是「有漏」，「清淨」即是「無

漏」。即是一般來講，不是絕對是這樣。好了，現在剛才講到，前一天說過「三自

性」。「三自性」這三樣東西，和「有漏」、「無漏」有甚麼關係呢？這樣又變得複

雜了，問到這個問題，解答就是這樣：「三自性」，第一個「自性」就叫做「徧計所

執性」。「徧計所執性」一定是「有漏」的。無那種東西，你「執」出有那種﹝東

西﹞還不「漏」？是嗎？譬喻你在這地方沒有鬼，你現在說有鬼，你就夠麻煩了，是

嗎?所以「徧計所執性」一定是「有漏」的。

那個「我」是無的，但你偏偏覺得有「我」，這種「覺」，覺得有「我」的叫做

「我執」，「我執」是「有漏」的。「依他起性」，﹝有﹞兩種，有些是「有漏」的

「依他起性」，有些是「無漏」的「依他起性」。譬喻我們的生命是「有漏」的「依

他起性」，但有些就是「無漏」的「依他起性」，譬喻佛的生命，他已經成佛了，他

的生命就是「無漏」的「依他起性」。那麼再引伸來講，我們現在住的這個世界是

「有漏」的世界，所以是有煩惱的。又例如所謂「西方極樂世界」，或者那些佛的報

土，那種世界是「無漏」的世界。那樣。「有漏」的世界是由於我們「有漏」的生命

變出來的，「無漏」的世界是由於那些「無漏」個體的那些人的生命變出來的。在佛

教，尤其是唯識〔宗〕就認為：我們所住的世界與我們的生命是不可分離的。因為我

們所……

即是這樣，我的生命就不是只是指我這個傢伙（五蘊、身體）的，不是指我這個

individual的，是甚麼？是加上這個我所見的世界在這處融合，然後才是我的生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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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慢慢你就知道了。這樣，「依他起性」有些是「有漏」的，有些是「無漏」的。

「圓成實性」又如何的？這個是「真如」，這個是宇宙本體，當然是「無漏」的。至

於你說「圓成實性」是「有漏」可以嗎？你現在盡管先聽著，慢慢你就知道「圓成實

性」當然是「無漏」的，是嗎？這即是那「三自性」中的「圓成實性」必定是「無

漏」；「徧計所執性」一定是「有漏」；「依他起性」有些「有漏」，有些「無

漏」，好容易記的。那麼之後，我們看看﹝書﹞後面有兩個表。這兩個表都是佛家、

都是唯識家講的、分類的。「若從體、用門解說三自性，則圓成實性是體，」「體」

即是本質。本質，reality；「用」，屬性，屬性，屬性是否叫甚麼? 叫做 attitude？

叫做甚麼呢？屬性，quality 那類的東西，是嗎？用 a 字頭的，可以用 a 字頭

的，attribute，還是，那個不知甚麼 t-u-b-e的？屬性。

聽眾：attribute。

羅公：attribute，是！無錯，無錯，「用」即是 attribute，無錯。

你說整天讀「體」、「用」、「體」、「用」這樣，又好像好玄妙。「體」不就

是 essential，是嗎? reality。「用」不就是 attribute，這樣簡單。這樣，所以「圓

成實性」是「體」，即是宇宙的實體。這個 universal，宇宙，universal，這個宇宙

universal，就是 reality，實體。「依他起性」與「徧計所執性」都是這個實體上面

的「用」，都是那個「圓成實性」所顯現的 attribute，屬性來的。這樣，至於「三

自性」就它「德性」和它「體」、「用」這兩方面，表示，即把它的互相關係用表列

它出來，我們看看：「三自性」的第一個：「徧計所執自性」一定是「有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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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是「體」；第二，「依他起自性」，有些「有漏」的，叫做「有漏依他」，

又名叫做「雜染」的「依他」；另外，一些叫做「無漏」的「依他」，「無漏」的

「依他」又名叫做「清淨依他」，又叫做「清淨」的「用」。「有漏」的「用」我們

叫「雜染」的「用」，「無漏」的「用」，即是「無漏」的「依他」就叫做「無漏」

的「用」。這樣很清楚吧，是嗎?「圓成實性」是「體」，即是「真如」，即是哲學

上所謂宇宙的本體，我們一般人叫它做「實在」，叫它做 reality，實在。那麼，

「圓成實性」是「體」，其餘那兩性都是「用」。第一個表，看不看得明白？有位，

坐吧！一「體」一「用」，明白了嗎？鍾先生，你招呼他。黃卓光。看得明白嗎? 明

吧？「體」、「用」。至緊要，現在的人講佛經、看佛經就不把「體」、「用」講清

楚給別人聽。就可以，「體」、「用」一不明白，可以令你看佛經看十年八年，你都

摸不著頭腦的，是嗎?一講何者為「體」、何者為「用」，你一路讀佛經就頭頭是道

的。這個表就可以行了，但有些就用第二個表的。

有些人就用第二個表，第二個表如何呢？「諸經論中，亦有將無漏依他攝入圓成

實自性，」將「無漏依他」放入「圓成實性」，可以這樣解釋的。那樣它如何呢？你

看這個表格：「三自性」，「徧計所執自性」是「有漏」的「用」，「依他起自性」

亦是，「依他起自性」都當了它是「有漏」的「用」，即是將「依他起自性」縮小

了，把「無漏」的「依他」撥了去「圓成實性」，明白嗎？那麼何解這樣都可以呢？

即是你們打麻雀，將這些〔牌〕撥來這裡可以，撥去那裡又可以，是嗎？因為這些東

西沒有一個上帝來規定它的，是嗎?你將它說這些叫做「體」，那個叫做「用」，完

全是我們人的那些〔概念〕，我們眾生的那個腦海裡的那些觀念或者那些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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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列而已。你既然可以這樣排列又可以，那樣排列可以，好像在書架裡整理書，你

將這堆書拿過去那個角落又可以，或者將它執來這裡都可以。所以有人這樣整理，將

「依他起性」只是包括「有漏依他」，「無漏依他」就撥了去「圓成實性」，有人這

樣﹝分類﹞的。這個是比較古的，這個。上面第一個的比較近些，近﹝代﹞些。

世親菩薩以前，都是第二個表，世親菩薩以後，多數用第一個表了。這樣「有

漏」的「用」，即是「雜染」的「用」，就「用」了。「圓成實性」包含兩種東西，

是半「體」半「用」的「圓成實性」。第一種那種表就「圓成實性」即是「體」不是

「用」。它這個（判）「真如」就是「體」，它將一個「無漏」的「用」當為「圓成

實性」的，即是「無漏依他」當（歸入）「圓成實性」，即是「圓成實性」一半是

「體」，一半是「用」的，這個分類是很古的分類來的。釋迦牟尼佛講大乘經那時，

都是用這個分類。《解深密經》就是這個分類。但這個分類好處是〔確〕有它的好

處，把「有漏」、「無漏」就〔分得〕令到你很清楚，連「用」很清楚。但壞處就是

令到你「體」、「用」難分，所以凡是世界上的東西就是這樣的。你〔不能〕說一定

要這樣就可以，一定這樣就不可以，這個都是人去分而已，是嗎?即是好像制度那

樣，社會上的制度那樣，制度是人造的，是嗎?哪裡會有「天經地義」的？

好了，兩個表都通用的。這樣我們讀下面了：「三自性既明，則空有兩輪之意義

可得而解釋。」專門甚麼?即是說甚麼? 專門著重那個「徧計所執性」，一定要破那

些「徧計所執性」。所有「徧計所執性」，它都要破清它，那些是甚麼呀？那些是空

宗的特色了，即是甚麼？是《般若經》的特色了。動不動就「破」你，動不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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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你，所以現在有些佛經裡面，你說這樣東西又不對，那樣東西又不對。傳到來

中國，禪宗的人，那些禪師，你開口問他，即刻就罵你，或者甚至一棍敲落你的頭：

「問就是不對了」！何解？為何我不對？你一問你就起「分別」，起「分別」就問題

多了，最高的道理是「離言」的、「不可說」的，你說便不對。

他有他道理，不過這些是對哪些﹝人﹞?對最聰明的人就可以，你對那些中等人

已經不可以，對些那些蠢人更加他就更是莫名其妙。你敲他一下，是嗎? 對中等人都

搞不好，對那些一流聰明的人可以。禪宗的人不講的！不說的。你問他一聲：怎樣？

他又一下子敲去你處，你再問：為何打我？他又一下敲去你處，但有些被他敲幾下大

開大悟的也有。所以，你學禪宗真的是有個道理有時是很高的，不過你最好先學一下

那些﹝程度﹞低些的。先學一下「般若」，了解一下，或者最好連唯識都學了，再看

禪宗那些，你就一定不會變了  「狂禪」，一定會﹝學得﹞好好。如果你直入禪宗

呢，我見到十個人之中有九個學不下去的。十個人必有九個學不下去。你如何搞呢？

那些禪宗大法師他高到極的，〔你〕如何搞〔得懂〕?你只是一個人甚麼? 講一件故

事，講兩件故事給你聽。

有個人整天坐禪，這樣是很對的，你說有甚麼不對？整天坐禪修止觀嘛 !一位大

禪師看見他整天坐禪，就馬上走去拿塊磚，是嗎?拿塊磚沾些水〔然後〕拿塊磚拿來

磨，那位坐禪的人問他：「法師，你這樣整天磨，磨磚要來作甚麼？」他說：「我想

將它磨成鏡嘛！」他說將塊磚磨成鏡，可以照的。這個﹝人﹞又問他：「磨磚怎會變

鏡？ 磨塊銅就會變鏡，磨磚怎能成鏡呢？」「那麼你坐禪又怎能成佛？我磨磚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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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磚﹞不能變成鏡，你坐禪又可以成佛嗎？」於是那個﹝人﹞被他這樣一講，就

突然間好似〔悟了〕，這個人忽然間有所悟，這個都﹝要有﹞相當的根基才可以的，

是嗎?有些就不「悟」的，你講他不「悟」的。又有個人他整日在唸佛，整天在〔參

禪〕，都不開悟，  遇著一個禪師，見到他在竹樹下參禪，見到他傻傻地在那處

「參」，他拿起塊石頭在竹樹處「啪」地的敲一聲，嚇了這個人一驚，嚇到這個人一

驚，那個人又是上等的根基，又大開大悟了：原來過去的都是錯的，都是走了一條崛

頭路（死胡同），現在再行過一條好路了。這樣，這些這樣的事，你如果沒有《般若

經》的基礎；沒有「唯識」的底子，你都莫名其妙，你〔可能〕會說他是傻子。是

嗎?又例如那個甚麼?

羅公: 那個趙州和那個誰，那兩個法師?

聽眾: 南泉。

羅公: 對，南泉，南泉和趙州。

他﹝們﹞其中一個法師做一間寺的住持，那個寺有幾百人的，那些和尚寺幾百人

的。就分為東、西兩序，東邊一個宿舍，西邊一個宿舍，就兩組人住的。不知怎地，

有一隻貓，別人住家的貓，即是自來貓走了入東序，走到東面宿舍，東面宿舍見到

﹝這﹞隻自來貓。這些和尚就給齋、給飯來餵﹝這﹞隻貓，﹝這﹞貓就不走了。於是

天天都在這裡，有住又有食的，﹝這﹞貓就不走了。忽然間，有一日﹝這﹞隻貓，貓

就會四處走，走過去西序。西序﹝的人﹞拿了這隻貓，把﹝這﹞貓捉來養。東序的人

走去找晦氣，就說：「那隻貓是我們養的，而你們就扣留了這隻貓，怎可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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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人答：﹞「牠來了我們這邊我們養，因牠來了我這裏，牠去你處那就你們養，現

在牠走來我處就當然是我們養。」於是就在這爭﹝論﹞。爭論，爭論噓巴嘈閉(嘈吵

喧嘩），於是南泉法師聽見他們人那麼嘈吵，為甚麼呢？於是就走出來看，就走出來

看看問：「你們做甚麼？」這方說他們拿了我們的貓，另一方又說他的貓如何。總之

就是爭貓。南泉法師，他一聲不出，就趕緊走去廚房，拿了刀，拿了菜刀出來。一刀

劈了那貓頭，劈死了那隻貓。這種事是不可為，實在違法的，是他那類人才可以。

你豈不是殺生？犯戒！他一刀劈死﹝那﹞隻貓，沒得爭了！爭是因為有﹝這﹞隻

貓。劈死了牠就沒得爭了，那意思即是甚麼？爭貓是煩惱來的，劈了那些煩惱，煩惱

的起因是由於貓，把煩惱的起因斬了去，你就無煩惱，無煩惱就甚麼事都沒有，意思

就是這樣。即是只是表示一點意思而已，其實不對，這樣不是正格的。你在正統的佛

教看這種事，白白無辜來殺隻貓，一刀劈下去這種事是甚麼？他剛剛劈死這隻貓的時

候，大家都呆了！這位老法師為何這樣做？於是有位趙州法師，剛剛走來探望南泉，

見到，見到他這邊有隻貓、一頭血，為何會做這樣的事情？於是南泉就過去說：他們

兩班人在爭貓，我現在就引刀一斷牠的命，就是這樣的事了，你說這樣對不對？

他問趙州：你說我這樣對不對? 趙州又不答他，就馬上〔脫鞋〕，他穿著鞋的，

馬上脫下鞋，拿了隻鞋，就將對鞋子放在頭頂上，走人了。這樣。你們學禪宗的，這

意思即是甚麼？鞋在地下的，你放在頭上，是「顛倒」，你明不明白？即是說甚麼？

爭那隻貓固然是「顛倒」，貓之所以成為貓已經是「顛倒」了，牠不「顛倒」又如何

做到貓，是嗎？那隻貓而引起你兩邊爭拗，你們這兩班人又是「顛倒」。你這位老法

師一刀斬下去，你難道又不「顛倒」嗎？都是「顛倒」。你用「顛倒」對付「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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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以毒攻毒而已！一切都「顛倒」。我現在亦「顛倒」，拿對鞋子放在頭上走

了，費事講(懶得說)。一門這樣的公案。禪門公案。這樣，如果你懂唯識，大概十條

公案有八條解釋得到的，你不懂，就莫名其妙了。

聽眾: 羅公，這件公案，我至到現在都不了解。

羅公: 嗄？ 

聽眾: 這件公案，我現在都解不了。

羅公: 現在就是這樣解。

聽眾: 我問一問，這隻貓是無罪的。

羅公: 「顛倒」。

聽眾: 為何南泉是禪師，你殺生，為何要殺？這貓是無罪的！

羅公: 「顛倒」，都是「顛倒」。

聽眾: 有些人還說他是「大用」！

羅公: 「大用」，甚麼「大用」，那些是傻的。

「用」是「用」，是「用」，拿刀殺人還不是「用」？「大」甚麼？他只不是世

俗的「用」，他即是，那些人說他「大用」怎樣？那隻貓要做貓不是很爽的，是畜牲

嘛！我現在替你解決了，了你這隻畜牲的「業」，你現在去投生了，是嗎？或者他

有、他這個可能是地上菩薩，可能還有些加持牠或者怎樣之類，這個真的是「大用」

了，假設這個「大用」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是嗎？是「大用」。這些等於，但在趙

州看來，「大用」都是顛倒。縱使你是釋迦牟尼，你都是「顛倒」，你這樣做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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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總之由頭到尾都是「顛倒」。

所以趙州不出一言拔了鞋放在頭上，他都走人了，這樣解釋就可以了，是嗎？明

白嗎？總之，你解這些公案，你有「唯識」底（基礎）、有「般若」底（基礎），你

就好容易解的，不難的。那麼看回這裡，這樣，「空」、「有」兩輪。你看我這裡

先，依據「唯識的義理」，「圓成實性」，這個「真如」來的，是「無分別智」所證

的「境界」來的。「境界」即 object，是「無分別智」，不是那些﹝概念﹞，「無

分別」是甚麼？即是「無概念」的，「無概念」的「智慧」。「智慧」有兩種，一種

有 concept，一種無 concept。「有概念」就叫做「有分別」，因為概念一定要用思

想分別的，「無概念」即「無分別」。你說「無概念」的知識有無的?有的，「無概

念」的知識。一般心理學家很多說無，但佛家說有。這些心理學家說無，是如何呢？

他說「無概念」的就是那些低級的感覺，就無「概念」。譬喻一個嬰兒，初出世你給

東西他看，他只是，只有印象，只有 impression，印象的，「無概念」的。給他看

得的東西多，慢慢腦筋進步，然後，他把那些東西的共通性抽出來。初初都未曾會抽

的，只有印象，即只有 impression。今日見到一件這樣的東西，有個 impression，

莫名其妙的。但雖然是莫名其妙，但他有他的經驗。雖然「無概念」，但他有一種純

粹的經驗在這裏，明不明白？Pure experience，它是經驗的，但這種就「無概念」

的經驗叫做「純粹經驗」。

今日見到這件東西，一樣，﹝有﹞一個「純粹經驗」；明天又見到另外一件東

西，又起一個「純粹經驗」；第三天又見到一件東西，他又﹝有﹞一個「純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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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這三個「純粹經驗」就構成三個 impression。然後呢，三個都這麼奇怪的？

慢慢進步。三個都好像玲瓏浮凸，那個是，那個又是，於是他起了「概念」。這種叫

做，這種東西，這種叫做「嘢」(事物)，這裡有些「嘢」在前面，它就沒有「嘢」的

名稱，知道有所謂「事物」的那個東西。於是由 impression進步到甚麼？Idea了，

「觀念」，叫做「觀念」。即由平面的印象再構成好像立體化的一個這樣的「觀

念」。這個「觀念」是我們腦海裡有件東西，這件東西，我們普通將〔能夠〕成為一

件「東西」的，就它叫做「觀念」，又叫做甚麼？「理念」，又所謂「理念」，又叫

做「意象」。「觀念」、「理念」、「意象」這三個字，都是在英文的 idea字拼出

來的。

即是說我們心理的進步，先有那些 impression。當我們的 impression不起的時

候，就已經有種純粹的經驗。再由經驗多了，於是就產生了 idea，叫做「觀念」，

由印象而變化成為「觀念」了。再由「觀念」，有多種的，譬喻我們今日見到一張

凳，有了「凳」這個「凳」的東西，「凳」的「觀念」；明日見到一張枱，又有了

「枱」的「觀念」；是嗎？後日我又見到一個桶，又有了那個「桶」的「觀念」的時

候，我們就會將這三件東西，這三件東西之中的有種共通性，有種 common

quality，一種共通性，即是甚麼？都是傢具來的，都是給我們用的，是種

instrument來的。是一種這樣的﹝東西﹞，於是有個傢具、傢俬的「觀念」。這個

不是「觀念」，已經是「概念」了，concept了。Concept者即是把很多，把很多

「觀念」，把它的共通性抽出來就形成一個「概念」。很多人呢，那些中學生我知道

很多人都不明白，大學生那些讀哲學的就明白。

28



那些學文學的我見到很多都不明白這些事。學文學的人的腦，感情就很豐富，但

這些事，我見他們就是搞不懂這些理智的事，詩詞他欣賞得很好，但一跟他講這些

事，他就是搞不好。其實好簡單的，是嗎？「印象」就好像平面這樣的，「觀念」就

好像形成了個體在你腦海裡面，心裡有件東西，「觀念」。「概念」，就擺放各種同

類的「觀念」的共通性抽出來形成的，形成一個概括的「觀念」，即是概括的「觀

念」。不過。

羅公: 嗄？ 

聽眾: 能不能分析「概念」？

羅公: 分析又要綜合的。

所以一個小孩子，由初出世，至到一路慢慢長大，他的心理是一路發展，一路進

化的。那我們最大的，有很多人「概念」和「觀念」好難分的，你覺不覺得？好難分

的，不過最容易分的這樣的「觀念」就是有形有相的。我問一問你江漢南「概念」你

估有沒有形相的？

聽眾: 無的。

羅公: 無的，有形相的是 idea來的，「觀念」來的。

譬如現在我說我見到這幅畫，它就妙呀!見到那幅，那個插花的東西我們就說真

妙！見到佛像就說它畫得真是妙呀！將它們的「妙」都抽出來，那個「妙」是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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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你明不明白？所以「概念」是，好多人都以為「概念」都是有形有相的，實質

「概念」無形相，「概念」無形相的。這樣，我為何會說起「概念」、「觀念」？弊

了！

聽眾: 說「無分別智」。

羅公: 講「無分別智」，無錯，因為我愈講愈遠，回不到頭。 

聽眾: 講到哲學方面去了。

羅公: 對，說了去哲學方面，但是我們有時候學佛就要知道這些。

聽眾: 「無分別智」即是「根本智」，right?

羅公: 是，無錯。

這樣，即是有一種〔經驗〕，如果是心理學家，就說這種無概念的〔經驗〕是

「純粹經驗」而已，不能叫做「智慧」，不能叫做「知識」的。凡能夠叫做「知

識」、叫得做「智慧」的，一定是有 concept的，普通的一般心理學家是這樣，就

說形成觀念以前、以後的事這樣。但佛家說不是，連「印象」都叫做「知識」，「觀

念」亦是「知識」，「概念」都是「知識」。不是說無。一般心理學家認為「無概

念」的〔知識〕是低級的知識。例如胡適之就是這樣的，他說「無概念」的〔知識〕

是低等動物都有，一隻蟾蜍、他說一隻青蛙都有「無概念」的知識的，但是我們人，

要進化到人然後才會有「概念」的知識的。所以他說，佛家那些人整天都求，求那種

「無分別智」，我們都已經進步到「有概念」，他們還要開倒車走去，要那些學些低

等動物的知識。胡適之是這樣講的。這個傢伙胡適之真是信口雌黃，這個胡適之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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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雌黃的。你不要以為他好像，你不要學美國人這樣看他，美國人看胡適之好像中國

的聖人般，了不起的。

實在上，這個人不是好了不起，這個人害中國都害得很慘的，他整天都說要「打

倒孔家店」、「打倒孔老夫子」，你的「胡家店」又建設不起來。結果呢，人人都好

像﹝在﹞道德上都沒有了標準，是嗎？你可以「打倒孔家店」，應該打倒的，因為它

太陳舊了，但是你要建立起你的「胡家店」出來才是的。你又無力量建立起一個「胡

家店」，一味你打倒人。還有，提倡白話文提倡得太快，變革得太快，就令到那些人

把舊文化全部放下，脫節，脫了節。即是等於現在那些留學美國的人，不是，好似有

些人在美國，自小就來美國讀書，自小來加拿大讀書那些，舊文化既然他們就帶不過

來，真正的新文化又學不到。譬如你去英國，自小就去了英國，去英倫進入那些文化

學校讀書。一出來，就穿起那套燕尾禮服很像樣。但是你，這種人，如果中國文化又

不懂，你說我懂英國文化，好懂，你真的好懂英國文化。不是的。你不要以為他說得

滿口英文，那些英文即是好像是 Cambridge裡面的人說英文那樣好，很好的那些。

那些 Cambridge的英文好好的，那些 style很好的，你不要以為他這樣就好像真的

懂得英國文化，不是的。

聽眾: 「竹昇」。

羅公: 不是的。所以結果變了「竹昇」。

太急是不行的，我們中國人，就因為過去那些家長，譬喻來美國的很多家長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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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無得罪很多人，有些他爺爺是賣豬仔賣來的，你明嗎？有些他爺爺是賣豬仔賣

過來的，他根本不知你中國文化為何物。他來到美國，他所學到的只是甚麼？學到跟

洋人交易、買賣，洗衣如何開價而已。那些美國人〔的文化〕是英國人、是英國人帶

到美國的文化，他們根本無接受到。這樣，好了，他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子女都在這

裡，他又發達了，開了餐廳了，他的子女，他沒有教子女中國那套﹝文化﹞，不教也

可以，你就真正接受英國文化亦很好的，真正接受英國那套文化，又不是的，只是求

甚麼呢？只是求跟洋人做生意，搞定了生活，賺到錢就夠了。那麼你與文化的關係不

會很深。但你知，猶太人就不同，猶太人一定把希伯來的文化來教給子女，他們沉

著，你看一看下猶太社會，我們中國人真的萬萬不及人。

現在，日本人厲害，日本人，回到家那些小朋友當然會說日本話，教他看日本

書，甚至我見到在巴士，小朋友拿著日本故事書來看的，日本人。就是我們中國人

﹝卻﹞不是，甚至我的女兒，我女兒都大學畢業，香港大學畢業的。大學畢業應該不

是沒有知識，這個我外孫，由的他吧，由他不識中文就罷了，識中文有甚麼用？這樣

講，真是悲哀。是嗎? 好了，我們說回這裡。佛家就認為「智慧」都有兩種的，一種

「無概念」的就叫做「無分別智」，「概念」、一定要，分別即是思想，這樣就

「善」、那樣就「惡」，這樣就「高」、那樣就「矮」，要「分別」的。它無的，

「無分別」即是「純粹經驗」來的，外面那些東西如何來，它就好像照相機那樣照樣

拍攝它，影相機拍照不知道那個東西是甚麼東西，你是高人照相，它又是照樣拍照，

你是矮子來照相，它一樣這樣拍照，那種「無分別」的，這個「圓成實性」要那種

「無分別智」所起的時候然後才能夠（證知）。

-完-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