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tch到它的、能夠即刻把捉到它的，那這種「無分別智」要怎樣［生］起呢？

他說：「我們普通是起不到的。」因為何解？我們已經掉入概念之上了，整天［在］

有分別處打滾。那麼要怎樣呢？要入定，入定，入定入到「初禪」都不能［起「無分

別智」］，因為入到「初禪」還會起分別心，還有「尋思」。「第二禪」都不能起，

但是「第二禪」覺得身體很快樂，還有概念，「爽啊」，還有「爽」的概念，不能

起。「第三禪」呢？還有很「妙啊」，還有個「妙」的概念，都不能起，一定要「第

四禪」。好、醜都不多起的，那時候就很容易，智慧一起的時候，就是純粹經驗，那

時候都還未能起，那時候要有概念引先，用什麼呢？用概念：「空觀」。

我們的生命都是五蘊造成的，所以我們的生命就是沒有本質的。沒有本質即是不

實在，不實在就叫做「空」。我們的生命是「空」的，所謂有個「我」呢？那個

「我」是虛妄而已，沒有的，沒有「我」，那個「我」空，我的「我」空，不只我的

「我」空，他的「我」空，他的「我」一樣是「空」。所以，凡「我」都是「空」。

那個「我」雖然是「空」的，但是我的身體裡有很多細胞造成的，那些「空」不

「空」呢？那些亦「空」。那麼，如何觀空呢？要如何觀個「空」呢？我現在不是教

觀「空」，不過我告訴你聽：是這樣的，細胞都「空」，造成那些細胞是什麼呢？現

在是叫做什麼呢？電子、質子是嗎？佛經裡叫做「極微」。「極微」，「極微」

「空」不「空」呢？他普通觀的時候，用概念來觀的，他普通就這樣觀，你所謂不論

「極微」也好，身體也好，先講「極微」。「極微」，如果「極微」是有的，現在先

問自己，所謂「極微」是一種空洞的概念用來解釋一種理論，是嗎？抑或真是有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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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極微」呢？自己問自己，自己答。只有兩個可能：一，「極微」是實有的，二，

「極微」是假立的、假設的，沒有第三個答案的。好了，先取第一個答案，「極微」

是有的。好，凡是我們經驗，我們不能不信經驗的，如果我們連經驗都不相信，那麼

請你到火裡試撞一下，看看燒不燒到你。

如果一個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經驗呢？這個人是有問題的。所以，我們一定要……

所以，佛教是很注重經驗的。假使我們從我們的生命裡，有很多經驗，我們在經驗

裡，我們知道凡是實在的東西，如果那樣東西是 real的，是實在的，一定有東、

南、西、北的方分，一定有東、南、西、北的方分的，如果是一粒粒的，一定有東、

南、西、北的，即是這個 four parts，一定有的。沒有一樣存在的東西是沒有東、

南、西、北這四面，那麼現在問「極微」呢？如果你說「極微」是實有的呢？應該是

有方分的，有方分即是佔有空間的，佔有空間、有 space的，一定有。又從我們經

驗裡，我們知道凡……除了「極微」，「極微」現在討論中，不能找它做例子。除了

「極微」之外，凡佔空間的、凡佔有 space的，凡有東、南、西、北的方分的，那

樣東西一定可以把它破開的，可以分析的。除了「極微」之外，所有可以分析的東西

都不是實在的，因為它可以分析成第二樣東西，所以它不是實在的。

如果那些「極微」，所謂電子、質子，如果是佔有空間，又有東、南、西、北的

方分，應該都不是實在的，那邏輯是這樣的下（推論）。所以，如果「極微」是佔空

間，有方分的，「極微」是空的。這樣，如果「極微」不佔有方分的，你沒有辦法證

明它是實有的。何解呢？世人所謂見鬼，「我怕是不是被鬼作弄」？你見到的鬼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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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分；見不到的，你總是覺得被鬼作弄，這個鬼沒有方分的，你什麼時候見到它是佔

空間的？沒有方分的。譬如世界上龜的毛、兔的角是沒有的，你見過龜毛嗎？沒有見

過。你見過兔子的角嗎？沒有。龜毛、兔角是沒有的、虛構的東西，不佔方分，是

嗎？如果不佔方分的東西，你都可以說它是有的，那麼龜毛、兔角到底有沒有呢？所

以，沒有方分的東西，即不佔空間的東西，我們無從證明它是實有的，是實在的。

所以，如果這樣我們執著以為「極微」是實有的，這是一種分別的執著來的，靠

不住。所以我們就說：「極微」都是空的，這個世界都是由「極微」造成的，「極

微」都是空的，那就把物質界都「空」了。好了，那麼精神是不是「空」？我們的

眼，視覺會看東西，聽覺會聽聲音，誰人見過沒有眼〔卻〕可以有視覺的？沒有眼，

沒有視覺神經，沒有眼球，而可以有視覺，你看見過嗎？  在經驗上，絕對沒有這種

東西。沒有聽覺神經，又沒有耳朵的人會聽到聲音的，有沒有呢？不會的，所以，那

些要靠條件然後生起的，這些東西是不實在的。是嗎？所以，心靈、精神、視覺、聽

覺、嗅覺，這些都不實在的，不實在即是「空」。我們很多的 concept都是「空」

的。那些想都是空的。那些 perception都是憑藉那些生理上的條件，然後才［生］

起，是空的。

那麼「色、受、想、行、識」全部都是空的。所以是「一切皆空」。做到「一切

皆空」的時候，把很多 concept撇走很多了，只剩下一個「一切皆空」四個字。那

個「一」字撇不去；「切」都是空，撇不去；「皆」字撇不去；「空」撇不去；於是

就要把它也撇走，是嗎？很容易撇的。是嗎？「空」的。「一切皆空」，這句話亦

「空」的。我有個智慧了解「一切皆空」，這個智慧都是「空」的。連個「空」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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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都是「空」的，所有概念全部沉沒了。那時候禪宗就叫［它］做「大地平沉」了，

就好似真的下沉。連〔那〕個「空」都「空」了，又叫做什麼呢？「虛空粉碎」。所

以，［禪宗］說見道的時候就是「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就是這樣解的。當我們這樣

的時候，我們在止觀裡見到那種境界。那時候都沒有概念了，把所有概念撇清了，那

時候就是純粹經驗了。我們純粹經驗的智慧。這種純粹經驗的智慧照出去，你認為有

沒有東西呢？

學員：沒有東西。

羅公：沒有東西？ 他有智慧照出去，一定有東西讓它照到的。但他不知道有，是

嗎？如果他知道有呢？他就有 concept了。有！他不知道有。那麼，所以

「有而非有」，你說它沒有又不可以，但你說它沒有又不是完全沒有，

「無」只是沒有概念而已。他是有個對境的。所以，「無而非無」，是嗎？

「有而非有，無而非無」，聽不聽得明白？那時候，連「有而非有，無而非

無」的那一句話也沒有了，但又不是沒有，你說「無」就有一個「無」的概

念了。那時候，那時那種 state，那時候就是那個「真如」的 reality

present，顯現了。那時候顯現了，那時候你就叫做什麼呢？「無分別智」去

證到「真如」了。本來「無分別智」去證真如的時候，無所謂 subject，無所

謂 object。不過事後，我們要解釋就說那 subject叫做「無分別智」，那

object叫做「真如」。聽明白了嗎？那麼，可能講得出的，我可以講的就只

有這麼多了，再說沒有辦法說［下去］。

學員：我想問一問羅公，這麼唯識宗所說的「無尋」、「無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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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

學員：「無尋」、「無伺」是不是全部概念都沒有呢？是不是這樣解呢？

羅公：不是！還有概念。

學員：還有概念？「無尋」、「無伺」……

羅公：沒有活動而已，沒有概念的排列活動。那些概念，我們要排列的，是嗎？譬

如：我有概念，但是沒有 arrangement，沒有……即是這樣：譬如我喊鍾健

民，鍾健民這個概念並不是沒有，但是我不會想：現在鍾健民在做什麼呢？

我不會起這樣的，即是沒有一句 sentence在那裡。

學員：這叫做「尋」、「伺」。「無尋」、「無伺」即是不是……

羅公：「尋」、「伺」呢，那些粗的［意識活動］叫做「尋」；微細的［意識活動］

叫做「伺」而已。

學員：仍然有概念？

羅公：有概念。「無尋」、「無伺」不是一定沒有概念，是嗎？

沒有概念就只有「無分別智」起的時候就無概念，那「無分別智」起，普通唯識

宗的人就用我剛才說的那種觀法。般若宗的人、空宗的人就不是用這種方法。有用這

個方法，但可以不用。他用什麼方法呢？他用「生」、什麼東西都有「生」有「滅」

的，他就用「生、滅」的那方面來看。「生、滅」呢？不用理會「滅」的，研究

「生」就可以了。何解？因為有「生」一定有「滅」，你講通那個「生」那個「滅」

自然都通了。所以，只在「生」那方面來思惟、修觀，如何觀呢？既然那種東西是有

的、是存在的東西，一定是在未有之前而變成有的，那就叫做「生」。好了，他說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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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個是「虛妄」的，世界上沒有「生」這回事的。這個「生」只是一個「虛妄」

的 concept、概念而已。何解呢？因為所有東西、「諸法」，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

不會自己生自己。為什麼不會自己生自己呢？如果自己生自己，何必要生？即是本然

有的，是嗎？阿媽生孩子，都是先有媽媽然後有孩子。如果孩子本然有，何需有阿媽

生？所以，如果那樣東西是本然有的就不用生，是嗎？他說「諸法不自生」，不會自

己生自己，人一定有阿媽生，沒有自己生自己的。同是一樣東西，這隻杯是工廠的工

匠造它出來的，不會自己生自己的。同一樣道理，太陽也不會自己生自己的，都是由

一些星雲轉動而生出來的，哪裡會自己生自己？如果自己會生自己，根本「生」這個

概念不能成立的。

所以，「諸法不自生」，自己生自己是不通的。好了，如果自己不會生自己，那

麼一定「從他生」啦？阿媽生孩子，蘋果樹生蘋果，他說不是的！都不正確的。不會

「從他生」的。誰人見過第二種東西生這個的？沒有的，〔若能〕「從他生」的，為

何不見牛會生馬，是嗎？又不見柑生橙；樹生蘋果？「他生」都可以嗎？「他」根本

就不同。［你會以為］阿媽和兒子就同了，就是「他」，阿媽和兒子都不是「他」；

兒子的細胞是從媽媽身體上取來的嗎？他的爸爸，那「蘇蝦仔」（嬰兒）不就是由他

爸爸的精蟲到媽媽的卵子裡一路演變而來的嗎？那個「蘇蝦仔」哪算是他？那個小孩

根本就是他爸爸的精蟲來的，面貌不同、演變不同而已。所以「從他生」［邏輯上］

講不通的。「亦不從他生」。那麼又「不從他生」，又「不從自生」，那是又「自」

又「他」合起來生〔總〕可以了？他說：不會！這是錯誤的觀念來的，「自」既然不

能「從自生」，那即是「自生」等於零；「從他生」，又「不從他生」，那「從他

生」又是等於零；零加零又是等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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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生」加一個「他生」等於無。「自生」是沒有的，「他生」又是沒有

的。「沒有」加「沒有」又是等於「沒有」。所以就是「不共生」。「共生」都是說

不通的。不過在邏輯上好難通的，是嗎？你要弄得清［楚］先可以。所以，空宗那些

說法有些問題，「亦不從共生」，那是不是「無因」地「生」呢？那又不是。「不無

因而生」，樣樣都「不」。全部都被他怎樣？否定、否定，全部都否定了。那麼，這

結論，是故…這是《中論》，（《中觀論》）［說］「是故知無生」。所以，知道一

切事物根本就「無生」的。你說你覺得有「生」的，是你的智慧有毛病而已。「是故

知無生」。來到這裡他就這樣，一切法都是無生的，既無生何來有滅？有生才有滅

的。即是說一切事物「不生亦不滅」。如果唯識就不是［這種講法］，唯識［認為］

世界上「有為法」一切都有生有滅的，只有「無為法」的「真如」才是「不生不滅」

的，唯識［的看法］就是這樣。空宗就不是，一切東西都是「不生不滅」的。

這個江漢林，江漢林「無生」，江漢林亦「無滅」，為什麼呢？江漢林是怎樣來

的？他是小嬰兒變成的，是嗎？江漢林不過是［由］小嬰兒變大而已，他即是那小嬰

兒。如果沒有那小嬰兒，哪有江漢林呢？小嬰兒怎樣來的？由他媽媽的胎中的娃娃來

的，不過以前未出生，但現在出生了。那娃娃是怎樣來的？是他爸爸身體裡的精蟲變

的。他爸爸的精蟲是什麼呢？是他爸爸身體的一部分。他爸爸身體是什麼來的？是他

爺爺身體（裡的精蟲變）出來而已。他爺爺又如何呢？一直向上數，從猿人，好像馬

騮（猴子）那樣的猿人而已。一直數上來就是物種，萬物的 gene，沒有的，哪裡有

「生」呢？所以，「生」根本是一個錯誤的觀念。［無生］就是這樣的。所以，知道

萬物都「無生」，既然「無生」，你說「生」就錯了。所以，我們把「生」的觀念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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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其他「生」又如何呢？「生」是不對的，凡是「生」都不對。那佛「生」都是

不對的。那時，把這些觀念〔不斷〕撇下又是什麼？又是可以見道的。又是可以證

「真如」的，即是方便多門。即是在「第四禪」裡，如此觀。我們普通地觀不得伶

俐。在第四禪裡觀就覺得真是好像身歷其境一樣，非此不可的。那時候，一剎那間好

似「大地平沉」，把捉到真如，就是這樣。普通用這個「無生」，那些喇嘛最歡喜用

這個。宗喀巴，有沒有看到王勝剛？宗喀巴下面的觀，因為他的邏輯有很多問題，普

通人弄不清的。他亦不說的很明白。所以，我告訴你知，如果你教人，不要採用他的

觀［法］。剛好遇到頑皮的人會挑挑剔剔，你就沒法搞定他。

不過又可以這樣的，又有人這樣…，這是一個辦法。又有一個辦法是這樣的，凡

是你一說到「生」，你一定不外［乎］什麼？一是未生；一是正在生；二是已經生

了，不外［乎］三個［情況］而已。如果是未生呢？當然不會出，它都未生又怎樣

「生」呢？未生的又「不生」，是嗎？已生呢？「生」不「生」？已經生了，還哪有

「生」呢？它已經有在此了，「已生者不生」。未生又不生；已生亦不生。「生時亦

不生」，剛好生的時候都不生，為什麼呢？剛好生的時候是一半未生，一半已生。未

生的「生」等於零，已生的「生」又等於零。半個零加半個零都是零，是嗎？所以，

「生時亦不生」。［這種說法］好似很詭辯，你覺得嗎？空宗很詭辯，很難令人明

白。你說他詭辯，但理論就是如此，是嗎？你明白嗎？那麼，「生時亦不生」。所以

得這個結論：「是故知無生」。因為要修觀的。當然不用入到「第四禪」，你現在日

日都可以學，照著〔這樣〕修的。修到第四禪，那時〔這樣〕修才會使「無分別智」

起。他有個辦法使你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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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羅公！那你所謂「觀」是一種思想在活動，而不是「止」？

羅公：是！活動，活動。活動就是有漏的，這是「尋」、「伺」，到達「第四禪」，

你已經做到「無尋」、「無伺」了，不活動了，那時候重新起活動。

學員：所以是先「止」，然後在第四禪再一路想？

羅公：到第四禪。不活動就是修「止」的時候不活動。但是修「觀」的時候就活動

了。我們有時是輪流的，「止」一輪又「觀」一下。

學員：哦。

羅公：「觀」一會兒，又「止」。

學員：通常要多久時間才達到「第四禪」？

羅公：第四禪，難講了，因為我就未曾入到「第四禪」。

羅公：我入不到「第四禪」，我沒有辦法講你聽。你找一位，我不相信加拿大，除了

那些印度人是學 Yoga的，我不敢講。除了那些人之外，或者那些印度人會入

到［第四禪］，你不要看輕他［們］。

學員：有一個師傅都可以。

羅公：嗄？有很多瑜伽師是可以的，那些 yogi可以的，但我相信中國人沒有，除非

他跟印度人學得很好；否則，學佛的人，我不相信他會入到「第四禪」。所

以，佛教徒很悲哀。

學員：那麼譬如太虛法師入得到嗎？

羅公：嗄？

學員：太虛法師，你的師傅，太虛法師入得到嗎？

羅公：太虛法師不多習定的，不多習定的，他經常…因為他太忙了，沒有時間讓他入

定。他經常念彌勒佛，想死了之後生兜率天，就是這樣，太虛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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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我們，你們做這麼多事，學下定，將你精神寧靜一下就可以了。不用一

定要你入好［深］定的。不用經常入定，入到「第四禪」又如何呢？你以為

入到「第四禪」你不用死嗎？

羅公：死的時候還是一樣要死，是嗎？

所以，不是一定要入到好好定。還有一點我講你聽，菩薩最高是第十地，是嗎？

第十地的後半段是「等覺」，是等待成佛的，好似彌勒那些［大菩薩］。［他們］不

起「無分別智」的。即是他們整天要度眾生都是起「有分別智」的。等覺菩薩不起

「無分別智」，為什麼呢？他沒有時間起「無分別智」。因為他經常要將時間用來度

眾生。他隨時可以入到，因為他在九地以前經常都可以入了。現在到了第十地，他不

入。所以，真正到達第十地，他連「無分別智」都不入的，［他］都是用「後得

智」，用有分別的。還有現在的人以為「無分別智」最好，原來就……所以你不可不

知。

還有以為我一定要出家修道，不是的。十王大業，要怎樣呢？如果你是資糧位菩

薩，你不是說到經院裡關上門入定的。它［大乘佛經］叫你出來做人王。資糧位菩薩

出來做人王。人王當然不是叫你做一位獨裁者。希特勒、毛澤東這樣的人王。它即是

話什麼呢？你出去做總統又可以，或者做什麼呢？做媒油大王的或者做什麼企業大王

的，那些人王。資糧位菩薩要出去做這些的［菩薩行］。加行［位］菩薩呢？你最適

宜出去做四大天王。做四大天王和做帝釋，叫你做玉皇大帝。不是做和尚的。以這樣

做人王、天王才是正格。如果你是初地菩薩呢？出去做大梵天王。如果你是第十地菩

薩做摩醯首羅天王。十王大事業，修大乘的，不是說青磬紅魚。你如果不相信，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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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直看那些［大乘經］。不是這樣的，現在的人以為我要清修，隔離有一點聲音傳

過來，我都要避開，不是這樣的。要什麼呢？

出面有些人說：你出家人還賺錢啊？大乘的出家人，出家人固然是有些……如果

是居士呢？不要不賺錢，越賺得多就越妙。菩薩戒就是說這條，［賺錢］越多越為

妙，是嗎？不過，你不要將［此金錢］來作惡，你不要一直顧住自己沉迷、享受，要

做些利他的事業。菩薩戒整條是這樣的。所以，有些人誤解以為他人［不虔誠］，你

又說食齋，又怎樣怎樣。世界最多這種人，這種人作口業。所以，這種人拜佛都不會

靈的。［他們］作這麼多口業，犯很大的錯誤的，會害了別人的。［大乘佛法］不是

這樣的。還有，不是說我現在修行，「眾地莫企，眾事不理」，不是這樣的。要排難

解紛，別人打架，你都要去勸交：「喂！你為什麼事打架啊？你不要打啊！」要這樣

才可以。別人結婚，［你不要以為］我們清修的，都要理會別人嗎？你應該去做什麼

呢？［你］幫別人搬［禮］盒、幫別人掃禮堂才是對的。《瑜伽菩薩戒》是這樣［規

定］的。現在的人全部都誤解，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個又是我們佛教徒的悲哀，就是

無知、無知。所以，那個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過一句話：「無知為罪惡之源。」一

切罪惡都起於無知。他有知，他不肯做罪惡的事。所以，學佛的［人］最緊要學般

若、學知識。好了，說回這樣。

學員：羅公！等覺菩薩的「等覺」是什麼意思？解一下。

羅公：［等覺指］差不多與佛相等。不過他未表現成佛而已。

那麼就看一下：「依唯識義，圓成實性是無分別智所證的境界。非語言所能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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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詮表」即表達，「亦非尋思所能把捉，故不可說。」圓成實性不可說，所

以，你說樣樣東西「不可說」是不對的。「圓成實性」就「不可說」；「依他起性」

就可說；徧計所執可鬧（罵），「於不可說之處而欲令眾生悟入，則非有方便善巧不

可。」他說：「何謂方便善巧」呢？你解釋「方便善巧」這四個字。我解你聽。「非

究竟之謂方便，」不是究竟的、不是真的，這是搭建一座橋讓你走過。「非究竟」、

「無過失之謂善巧」。既非究竟，即是不是真實的，但是又無過失，即是［譬如］那

個小孩，你要乖乖地聽我的話，快點做功課。做完功課，你就出來到佛前摸一下，佛

會放一粒朱古力糖在此。他就去做功課，你就放一粒朱古力糖在香爐邊即可。是嗎？

他出來［會發現］真是做功課會有這樣，最低限度他賺到今日做功課先。

但這樣東西不是真實的，這是「方便」。這樣東西「非究竟」的，長此以往亦不

可為法的。「非究竟」的，這種叫做「方便」。但是沒有過失，他［為］教好小孩而

已。［這］就叫做「善巧」。「佛陀說法，力求以方便來顯示究竟，而又無過失。此

方便善巧之門有二，」「方便善巧」有兩道門，這門是當 door的解釋。此門有二，

「即是空、有兩輪」。一個「空輪」，一個「有輪」。「空輪」是專門破除徧計所

執；記住，這是「空輪」的特點。一味破，破什麼呢？它不是樣樣都破，［只是］破

徧計所執。免你執著，就「以遮作表」。「遮」就是 deny、否定的意思，「表」［

是］肯定。它不肯定；不表示一種東西，只是破那些不必要的。所以，你如果是空宗

的人的手法一味破就可以了。破邪顯正。那麼破邪，你還要顯正，他說不用顯正的，

破完邪就是正的，是嗎？那地不用另外做什麼的，掃完地上的垃圾，那地就自然將乾

淨顯現出來了。破邪就即是顯正。現在的人又是有很多無知的，見到別人明明是錯

的，都不說！為什麼說別人是非？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好了，不要說了。你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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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讓你說。是嗎？我有一位同班同學，那 Alice都認識的，金思莊。她就是了，當

我指罵某些人的時候，她總會說：「羅時憲！你不要作口業啊！」怎會作口業？我這

是做功德。因為我罵那些壞人我是有功德的。是嗎？……

啊！我真是可憐她，幾十年都如此。學佛七十年，學成這樣，這真是…真是…如

果她真是人就要痛哭的。別人說：學佛法學到佛「dur」就是這樣。有個這樣的故

事，有一個人與一位和尚二人去那瀑布旁邊坐下，大家吟詩，那他就說起什麼、什麼

不二法門…之類。說完之後，他就吟了一句詩：「高山流水，流水就響『dur

dur』。」他不識寫個「dur」字，那「dur」字怎樣寫呢?他寫了個法字。那水流就

是「dur dur」聲的。他就寫了「高山流水，流水就響法法」那個吟詩的人就［寫了

］「高山流水，流水就響『法法』。其實［他想寫］「響『dur dur』」。那個和尚

就好幽默的，就即刻哭了，「靴靴聲」哭了出來。那個人就問和尚：「大師！你哭什

麼呢？」和尚：「唉！我真是慘了。我學了幾十年佛法。」原來我學到佛「dur」，

我學了很多法門，原來我學到了一些「dur」的…所以，我很悲哀。於是，哭了起

來。舊時佛門有個這樣的傳說，真是…有這樣東西…好了，說回這樣東西，不要講這

麼多笑話。所以，我說的東西，有些人錄音，有些人叫我上電視台說，我說不可以

的，我喜歡講笑話我就講一下笑話。讓人罵死，你走去電台、那些…地方，是嗎？

喂！［我們］來聽你講笑話嗎？好了，說回這裡…但是你就要說一下這些［笑話］，

你才會明白的。即是越說到低級的［譬喻］，你就越明白。一味講高高的東西，你不

明白的。好了。「以遮作表」，記住，「遮」即是否定。「表」即是肯定，他不肯定

一樣東西。他以否定做手段，實在他有所表、有所表。［他］以遮來作表。「有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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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了，這個「空輪」後來發展成為…「空輪」的經即是《般若經》。「有輪」的

經呢？「有輪」即是《解深密經》，那些說唯識的經。「有輪」就不是「以遮作表」

了，是「即用顯體」。

這個字難解一點，不說本體的，不說真如。只是說「用」，說什麼啊？說我們的

生命是如何的，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只是在現象界說。把這個…只是說屬性，不說

本體。因為本體你說不到的。只可以說屬性而已。「用」就是屬性；「即用顯體」，

就是在屬性之上讓他了解屬性，就自己會了解那個本體了。明白了嗎？這些叫做什麼

呢？烘雲托月！你一個畫家，想畫一個月亮，不會畫得很美的。你畫得來一個圓框而

已。一個圓框白白地而已，毫無美感的。但是你不用整個月［亮］畫的。你畫一堆

雲，裡面好似掩掩映映有個月［亮］，這就特別美麗，人地就了解這個月。所以，

「即用顯體」，我們不用講本體的，說那個「用」。你在那「用」處做功夫，把個

「用」一路撇；或者把個「用」purify佢，淨化那個「用」，自然那「體」就顯露

了。所以，近人熊十力有這句話，這中國一百幾十年最偉大的哲學家，［他］死了約

二十年左右，熊十力被人說…他說得好好，他說：我們想修行、想修養，不是在無為

法上修養的，不是經常想著真如的；我們要在有為法、現象界裡做功夫的。「極有

為」，一味在有為裡做到好！那時候，你自然會見到無為法那個真如了。

「極有為始見無為」他說又好似那些人…他兩個解的，後面那兩個解，好似那些

宗教家一樣，他叫你去和上帝接合呢？不用另外經常去教堂找上帝。盡人事，你做一

個好人，自然合於上帝的意思，「盡人事乃合天德」，不用經常…如果你的心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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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經常叩頭、祈禱都沒有用。如果你的心樣樣東西都理直氣壯，做好人的話，自

然上帝會愛護你。不用你去求衪的，就宗教［上而言］就是這樣。如果沒［信仰］，

不信上帝、不講宗教的，即是什麼呢？好似孔子那些［人］，好似儒家一樣。盡了你

做人之道，自然合於天的自然的…律令。「盡人事乃合天命」，這個真是好好。學佛

亦是一樣，盡人事不是說…我要經常在佛殿裡打起那磬，鏗鏗聲，打那杯噼噼卟卟嘈

喧巴閉，這些沒有用的，是嗎？這是什麼呢？這是那些…最適宜是什麼呢？那些隱逸

的［人］，或者那些不認識字的老太婆，你叫他出來折騰起來是不可以的。他們就好

好地［清修］就好了。我們如果精壯的人，要出去做什麼呢？［我們要］出去社會做

事，如果你有魄力的就做十王大業。

好了，那麼「有宗」就叫做「即用顯體」。「顯」就是表現、表現，來顯現個

「體」、揭露個「體」。所以，「廣辨依他」，「廣」是詳細、辨是說明；詳細說明

那「依他起性」，所以，那是兩種作風不同，一種是什麼？「破除徧計」，這種就是

「廣辨依他」。所以，「所謂以遮作表者，謂意識周徧計度」。「計度」即是計較推

度；「執染淨諸法，」執實有染污的東西，執實有清淨的東西，諸法。「不如其

分」、執著執得太過了或者不及。怎樣叫「不如其分」呢？別人的份量是這麼多，你

又凸［多］了，或者不夠，「不如其分」。我解釋「不如其分」，於沒有的地方，你

增益說它有；於有的地方一定說它沒有，這就叫「不如其分」。如果你這樣［不如其

分］就「遂成大病，故必遮破之。」要用「空宗」的手段「遮破」它、否定它，然後

「遮破」了所有邪的東西，那正的「圓成實性」就自然顯露了。所以，破邪自然就是

顯正了，這個是「空宗」的手法。那「有宗」就如何處理呢？「所謂即用以顯體者，

謂依起性之法」，那些「依他起性」的東西，「有做作的、有生滅的，無一的、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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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的」，「一的」即獨立的。現象界的東西，唯識宗認為沒有 independent的東

西，沒有獨立的，一定是互相依賴的。沒有固存的，沒有永久恆存、固存的。現象界

沒有，只有這個本體，然後才可以說永久恆存的，「自性」。那「唯是」，「唯是」

即是只是，「唯是實體上所顯示的用」，「用」即是屬性。「體與用不相離，故得藉

用以顯體也」這句，這幾句話，我引用歐陽竟無的。

就因為這樣，所以那本《現代佛教叢刊》，它收﹝錄﹞了我那幾篇，收﹝錄﹞了

我這本《唯識方隅》入去。不是，《現代佛教叢刊》沒有收﹝錄﹞，另外一個收

﹝錄﹞了我入去。那個《現代佛教叢刊》收﹝錄﹞了我兩篇文章入去。它要做作者

的，作者的略歷下去，它硬著寫我是歐陽竟無弟子這樣。其實我是太虛法師弟子，歐

陽竟無是我師公。我寫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叫陳竺同，就是歐陽竟無的弟子。就這

一點來說，我就是他的師孫。但是，我碩士論文審查就請歐陽竟無審查的。就這點來

說，他就真是我老師，他是哪個? 這是恩師來的，他取錄的。但又不是他看，他又

說。這裏了，「修學大乘，須依據經典。茲列舉空、有兩輪主要經典如後。」全部都

說哲學、說義理的，我才收。「其不以義理為主者」，例如甚麼? 《稱讚淨土佛攝受

經》，現在你念那本《阿彌陀經》是也。《阿彌陀經》就鳩摩羅什譯的，就叫做《阿

彌陀經》。如果玄奘法師譯的，就叫做《稱讚淨土佛攝受經》。有次，有件笑話，我

不過說說你聽，讓你知道世界上很多糟糕事。香港舊時有位大財主，叫做李世華。他

就發起，他嫌，他看經就覺得那些經太過多、難看。他要找人，請幾個人，就將那些

經裏面那些簡單扼要的纂出來，就纂一本叫做《佛經選要》。當時，他就選了我，去

組織了一個編纂委員會，就請我做編纂的主任。我便就這樣編，編了兩年，就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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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現在，有些出版了，香港那個甚麼?佛學書局有賣的， 叫做《佛經選要》。

編好了，未曾付印之前，就先將那個稿送到給諸山長老，叫他們審訂。那當時香

港大名鼎鼎的有位叫做定西法師，這個就是定西法師，很有名氣的，好了，但學問如

何?就看你批評，我說出來給你批評。於是就﹝把《佛經選要》的稿﹞送到給定西法

師。定西法師就生氣我編的時候不去領教一下他，所以他就很生氣的。還有一樣的，

就是我把口，就多口。他來了之後，就去拜候很多紳士，很多紳士。就其中有一個紳

士，就叫做曾璧山，是祟蘭中學的校長。他走去拜候曾璧山，我就多口：「身為出家

人，何須要拜候那些權貴之人，或者有地位的人?人家來拜候你才對的，你是出家

人，何須要你拜候他們?」你何時見過一位神父走去隨處拜﹝候﹞人?人家有甚麼﹝事

才﹞找神父，是嗎?他需要拜候別人的嗎?你出家人，一位大法師何須拜候一位俗家

人?我說這句話講得很對的，不過我把口就不好，是嗎?那麼我對著他徒弟說的，徒弟

又說回給他聽，所以他嬲死我（恨死我）了，﹝他﹞就很生氣。這樣，於是那本，我

那個《佛經選要》的稿，說到裏面有一章就講到「淨土」，「淨土」，我就將《稱讚

淨土佛攝受經》的三分二剪了下去，剪貼了，剪輯了下去。怎料那位老法師就「眼

花」，看到，他當然應該看到，或者看不到他就胡亂說，是嗎?他應該看到，又或者

看不到這樣，他便寫回封信給委員會的董事會。

他說你請羅先生就編這本書，我對於他那些所編的稿是有很多點不同意的。其

中，我姑且舉一個大點給你聽這樣，他說：《佛說阿彌陀經》就已經家喻戶曉的，凡

信佛者，幾乎無人不懂得念《阿彌陀經》的，而佛寺裏面，就沒有一間寺不念「阿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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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佛」的。而這個作、這個編者居然選在《佛經選要》連《阿彌陀經》都沒有選下

去。寫了封這樣的信，那麼那個，做那個編纂委員會的董事會的董事長，那個就

﹝是﹞「偉倫紗廠」的老闆，叫做吳昆生。這個有錢人〔是〕上海人，他接到﹝這﹞

封信，就交給副董事長，就是馮公夏。馮公夏看完這篇﹝信﹞後，就交給我。﹝馮公

夏說﹞那位法師走來轟(投訴)你這樣，你看看。我看，我看他如何轟(投訴)，我一

看。我說，好了，將他﹝定西法師﹞這張信附在我那本書的尾，記住將它附在尾，讓

我加個按語在這處。他﹝馮公夏﹞說：你加些甚麼在尾?你不要罵他。我說：自然我

不罵他，我捧他，我如何?

我說加按：定公法師所謂本書未有選載《阿彌陀經》者，實屬誤會。何以故呢?

因為我「淨土」那篇裏面，已經寫，寫了《稱讚淨土佛攝受經》，選了三分二在這

處。即是說那《阿彌陀經》﹝是﹞特別優待，選三分二在這處。不過，我有個原則寫

這本經，我已經開首說明我的原則。凡是一本經有幾個譯本的，我選，我選最好的譯

本，而鋪排、文字各方面都是以唐玄奘所譯的最好。我不以世俗人，多人念的為標

準，是以譯的文字最確切、最好為標準。所以我就選《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就不選

那些一般人所念的《佛說阿彌陀經》，我這個是原則來的。可能定公，我每處都

﹝寫﹞「定公、定公」地這樣「公」他的。他可能，定公可能一時因為年紀大，一時

忘記了《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就是《阿彌陀經》，可能忘記。當然他應該看過，如果

不看過哪裏可以做大法師這樣呢?可能不至於未看過，可能年老，忘記了。即說他未

看過。這樣，我說要這樣加下去。「哎呀，不要，麻煩你。」說錯任何，那個金剛乘

學會的那個劉銳之，這個人真是「無膽匪類」。「不要、不要，我頂禮你，我全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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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樣。」這樣，那我說：好啦!既然你這樣，搞到要這樣。這個就打拱作揖，那個

又說幾乎要頂禮。

我說：不要，不要。好啦，那我將它來流傳在這裏，

他說：「那個不好，不好，不好流傳，不好，不好，你即是四周給人看?」

羅公：我會的，我會給人看的。

他說：這樣，「燒了它！燒了它！」即刻回座位找打火機，「熊熊」聲燒了它。馮公

夏息事寧人，這個法師是這樣一回事。那另外還有一個法師一回事。

有個，一個人叫做黃慶保，聽我說「唯識」，聽了一年。見到大法師在這處說

話，他走去聽，聽定西法師說經。聽完之後，他拿「唯識」的東西來問他。怎料，他

又不懂，不懂你就說不懂，不丟架的。譬如你一個人來問，拿本英文佛經來問我：羅

先生，這個如何?我說我英文程度不是好的，我不懂的。我說有些確是不懂的，不丟

架的。他就嫌丟架：唏！這些，你學佛何須學「唯識」那些？老實念佛就可以了。即

是劉伯言叫你那套。你老人家，（他已經五、六十歲，）你老人家老實念佛，不要搞

那些多這些事。這些是入海算沙，你知不知這樣?不要，而且「唯識」這套東西，是

佛涅槃後八、九百年，無著、世親的人搞出來的而已!這些不是正宗的東西來的。念

「阿彌陀佛」，佛自己親口教你的。他這樣「dur」一聲就過了去的，他只念佛。於

是，這個人回來說給我聽，第二個禮拜聽我講書時候。喂，那個定西法師這樣說。我

說：得罪我老羅「好閒」﹝沒要緊﹞的，無事的，無罪的。他得罪彌勒菩薩就非同小

可，地獄都有得進。你讀讀《大般若經》就知道，一路讀下去，你罵《般若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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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入地獄的。我說這個「拔舌地獄」，他一定有份。他還想說生天去「極樂世

界」？這樣，沒有了，他不能去了。這樣，怎料我不幸而言中，如何?當然，我不知

阿彌陀佛有沒有收﹝接引﹞他?但我相信不會收﹝接引﹞。為何?臨死時候，如果阿彌

陀佛來收﹝接引﹞你，有「瑞相」的。他不只沒有「瑞相」，他胃癌而死。死的時

候，還好辛苦，「嗄、嗄」這樣死，這些不是「瑞相」的。生極樂世界那有這樣的

相，這樣是甚麼?「嗄、嗄」那些生「餓鬼」和「畜生」相。如果「人相」、「天

相」都安安詳詳這樣死的。是生「地獄」。好像肚餓那樣死的，那些是生「餓鬼」

的，生「地獄」就好像「捵床、捵蓆」(非常痛苦)、昏昏沉沉這樣。總之不是叫好看

的，在臨終的時候，他那種相是這樣的。他死的時候這樣辛苦，誰人說我聽?荃灣芙

蓉山那個融秋和尚說給我聽。我剛剛上芙蓉山就見到融秋法師，就走回來，

我說：「融秋法師，你去哪裡?」「我去看定西法師來的。」「他現在怎樣?」「他好

辛苦」，「嗄、嗄」這樣。

他說：這個，照我們出家人看，臨死，臨死的時候那種相。

他說：他是「餓鬼」相。

我說：這樣嗎？他都應該入「餓鬼」。他說彌勒菩薩的東西，他說這些不是正格的、

不是正宗的，是嗎?又得罪玄奘法師，他不懂又亂說。

我說：這個都不會去「極樂世界」的，看這樣。

他說：他這樣，他有個遺囑，遺囑要替他做一個肉身。

他說：唉，都死了，出家人死了，燒了他就算了，還留一個臭皮囊做甚麼?融秋和尚

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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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那他﹝臨﹞死時還想留下一個臭皮囊在這裏做甚麼?

我說：不過這樣，曲江以北，你想留個肉身就好容易留的。

曲江以南，就不容易留的，除非你被藥水浸着。一種所謂「製殮」，是嗎?為甚

麼?曲江以南，曲江以北，天氣乾燥，所以「南安臘鴨」特別香的。因為天氣乾燥，

曲江以南，你那些「臘鴨」不好吃的，生蟲的，是嗎?加拿大臘腸好吃的，這裏乾燥

的，加拿大「臘鴨」不錯的。我說，他在香港死的，我說在香港留肉身，香港那麼濕

的天氣如何留得到，是嗎?除非你用很多科學方法，抽濕氣，是嗎?你在山裏，如何

抽?為甚麼要這樣?他說：是的，他說那遺囑，其他遺囑沒說，他只說要留肉身。那我

就多口，我說第二個或者留到，他一定留不到的，這樣。真是留不到，兩年之後。留

肉身是這樣，你〔們〕大家，你不要以為他留肉身就是一個有道德，不然，你的肉身

都可以留，個個肉身都可以留，只要你肯留就可以。如何留的?現在六祖的肉身就被

那些共產黨、那些文化革命時候的人拆出來都已經爛了，是靠一條鐵，在脊骨處撐着

都是。幾年油一層漆，爛的就被砂紙再磨好、被泥糊好，只得一個殼而已，六祖的那

個真身。那些，六祖是神聖的，但他那個臭皮囊不是神聖的。如果你想，你找一個人

就可以了。如果你找科學家，你去美國找，很容易。找那些「製殮」的，沒有了。毛

澤東又留到，孫中山都留，是嗎?中國舊式是怎樣留的? 你知嗎?為何埃及又留到?木

乃伊又留到?挖了些腸臟出來，便製成木乃伊。中國人如何留的，我講給你聽。

你找一個「皮蛋缸」這樣，即是你現在甚麼?去唐人街，不是有些「皮蛋缸」?這

樣大的?你造一個便桶，或者那些，好像水池裏的便桶框這樣。造一個木的放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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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人死了，你認為他真的坐在這，那樣安詳的死?他都不知如何死法的?死有多種，

強行將他來屈曲，你知嗎?將他來屈〔曲〕。屈不到又如何?扭斷他的骨節就屈〔曲〕

到，屈〔曲〕到他整個坐在這。整個坐在這。如果不直，垂下來的話，找東西支撐住

他、紮着他，再將他整個身洗淨，給些香料，那些沉香、檀香，那些香料，這個是防

止他腐爛，油它、漆了它。他裏面，埃及人就拿了腸臟出來，中國人就不拿腸臟出

來，只是給些香料漆它。將他整個裸體的，盤了腳，坐在那個塔，好像坐廁所這樣，

坐在「皮蛋缸」上面，那個塔上面，坐在那裏被東西支撐着，那個「皮蛋缸」裏面，

就放滿石灰和檀香粉，檀香粉就用來辟臭，石灰就用來吸水氣、吸水分。即是挖一個

窿，挖一個好像一間小房子在這處，  木，不要給他透空氣的。將那個塔就放了在

那，那位死了的法師放在上面，讓他好像在這大便這樣。這樣，就附近就放滿一包、

二包石灰這樣，石灰包吸，總之那些乾燥劑放滿。這樣，即是「臘干」，你明不明?

「臘干」而已，然後，就將那個窿、那個房，就關了門。一關了門，封閉它，裏面的

空氣便是有限的。氧化的力量就很小，非常稀少，房裏面的空氣。以後不通風，兩年

左右，一年或兩年，就開龕了。開，開甚麼?開那個東西，就將那個好像「燒鴨乾」

的那個這樣的，將它來抬出來了，抬出來就如何?那些腸臟全都爛了，便流在那個便

桶、「皮蛋缸」那處。那些乾燥劑就吸乾那些水分，就剩個殼，一個殼這樣，是嗎?

有些眼當然是無的，眼當然爛，眼就兩個洞。鼻就當然爛，鼻的軟骨當然爛的，鼻就

一個「窟」這樣。就給些香泥，那些石灰就混些香泥、那些香粉，就做回個鼻。弄些

香粉進去，做回對眼。

六祖的眼都是這樣造。因為何解？自然界的規律，有生就必有死。一個人的屍體

當然爛，沒有說不爛，除非你「製殮」，給藥水浸着。浸着已經不是原來的，怎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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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就不爛之理？如果佛的可以不爛，釋迦牟尼的身體現在就在這處了。但為何他都

要燒了去，是嗎?我說：這樣嗎？在香港都幾難了，這樣。而且他造了口業，得罪彌

勒菩薩，實質，果然兩年後開龕，說他一幅二幅爛了、掉了，結果，現在就將那條死

屍強行葬了。現在沒有了，沒有了屍體了。那都有些因果關係的。信口雌黃，都不是

好的。好了，那說回這件事之後，講一些這裏。那我介紹些「空輪」的經典和「有

輪」的經典。這樣，有些又不是「空輪」，又不是「有輪」的，例如甚麼?《阿彌陀

經》那些，他說，只是說西方有個「極樂世界」。這些就不屬「空輪」、不屬「有

輪」的。這樣，這些就不介紹了，是嗎?這樣，我們看看，「空輪」的經典，最重要

的就那本叫《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現在我們在這處說的，說它裏面的一部份。這

本經，你看看，這本經特別要留意。六百卷，現在我們這裏有一套在這處，是玄奘法

師譯的。「本經是般若經之經集」來的。「般若經究有若干種，迄今無法確定。」中

西人都不知總共有幾多種般若經。「玄奘所譯的今本（即這一本），是當時印度（那

些）般若學者所編集而成。」有些人就說玄奘法師自己編的，呂澂這樣說。「全經總

共有十六會，（即是說）佛集會十六次說的。」實在不是，都是一次說的。很多，很

多是一次過說的，他是說幾十﹝會﹞。那些結集的，硬着將它來誇大的。首五會，即

是開頭的那五會，就叫做「根本般若經」。其餘的，叫做「雜類」，稱為「雜般若

經」。

「根本」那五會，內容大家都相似的，只是文字有些詳細、有些簡略，所以在頭

五會裏面，這樣即是說甚麼?內容是一樣的，有些人記錄得很詳細，有些人記錄得很

簡單。有些人加點，加些東西下去，有些人就不加，是這樣解釋。主要，最可靠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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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現在西人的研究，Edward Conze的研究，最可靠是第四會，叫做《小品般

若》，即是我們，現在我們將它來對讀那部（《現觀莊嚴論》），其餘的大的將它來

擴大的，這樣。其中，第一、第二會最重要，因為為何?第一會最詳細，四百卷。第

二會，一百卷，不詳不略。但是第四會，就現代的人說它最好。我就沒有說。下面，

第一會，它內面，「梵本有十萬」首偈，「十萬頌」。即是三十二個字，每個，每一

句都八個字，四八三十二，一行叫做 one line。或者一首「頌」，一首「頌」它就一

個甚麼? śloka，one śloka，「頌」字，梵文叫做 loka ś ，「首盧」頌， lokaś 。但有

些人譯做甚麼? stanza，one stanza，Edward Conze譯做 one line。它總共就有，

它這個頌不是真是一首首頌，是計數，計算數字的，（計）字數的。 

梵本，「漢譯四百卷，近四百萬字，佔全經三分之二。全會大義：就以六度」。

就「六波羅蜜」，就包括「境」，「境」就即是修行的對象，「行」，修行的方法，

「果」，修行的效果。「復以一般若度」，一個「般若波羅蜜多」來全統攝其餘那五

度，統攝「六度」來以說明「一切法如幻」。「而境、行、果」裏面，「又各有所」

包括，「攝」即是包括。「境」包括「五蘊」，「處」，「十二處」，「界」，「十

八界」，「緣起」，「十二因緣」，是嗎?「境」就包括、說明這樣多東西。「行」

就包括甚麼?「菩提分」，即是「三十七菩提分法」,「四靜慮、四無色定、八解脫、

八勝處、九次第定、十徧處」，就漏了「徧」字，普遍的「徧」，「十徧處」。

「果」，就包括「三身、四智、十力、四無畏、四無量、六神通，十八不共法」，包

括這麼多東西，和「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皆極詳盡。」「慈氏作《現觀莊嚴論》，

亦解釋此會。」慈氏，慈氏就這位了，這位慈氏菩薩。Maitreya，亦是譯作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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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會，「梵文本，就二萬五千頌。前半就談法性，」「法性」即是「真如」。「後

半就說功德；」，「法性」就「體」，「功德」就「清淨」的「用」。「皆就如幻義

以顯說。十六會中，此會最勝。」我就說它此會最勝。現在，我還將它來剪貼、對

讀。現在，那個胡蘭香後面那個將它來剪貼、對讀。現在他一下子起，第二個又來

了，好多，幾個人來了。剪貼、對讀很大功德的，這樣在佛經來說，很大功德的。大

過你捐錢建一間廟，你捐錢建一百間廟、一萬間廟都不及它對讀的功德的。可以消災

解難，前半、後半就跟着如何?

「十六會中，此會最勝。且廣略適中。世稱此會《大品般若》，」龍猛菩薩，龍

猛即是龍樹，作一本書叫做《大智度論》來解釋；慈氏《現觀莊嚴論》亦解釋此會。

小小一本論，來解釋那麼多經。在中國，西晉時候有個叫做無羅叉，就和那個叫做竺

叔蘭，兩個人將它譯出來，就叫做《放光般若經》、《放光般若經》。另外，竺法

護，一個和尚叫竺法護，又是西晉的，所譯的《光讚般若經》。又是它這本，和鳩摩

羅什，姚秦的鳩摩羅什所譯的那本，叫做《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亦是一百卷，亦是

這一本，那麼即是有四、三個譯，四個譯本。現在我介紹你們看的，就是玄奘法師的

譯本，因為它最好。「第三會，梵本一萬八千頌，內容與第二會開合不同」第四會，

梵本一萬頌，即是現在我們這本，但是那些西洋人說沒有一萬頌，實際只有八千頌，

「內容與第二會相似」，而陳義，「陳義」即是陳述，「而陳義較略，故世稱為《小

品般若》。慈氏的《現觀莊嚴論》亦釋此會。」「在中國，第一個譯大乘經者為(這

個人叫做)支婁迦讖。」這個支婁迦讖所譯那本叫做《道行般若經》，即是相當於這

一會。「姚秦的鳩摩羅什所譯之《小品般若經》亦是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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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一會，玄奘法師譯的固然是最好，鳩摩羅什譯的都不錯。其他那些譯本就

不行了。第五會，梵本八千頌，「較第四會內容相似而陳義更略」，那現在我們所謂

「八千頌」，多數是指第四會的，而不是指第五會。這五會叫做「根本般若」。下面

那些就「雜般若」了，你們看。第六會叫做《勝天王般若》，不要緊的。第七會《文

殊般若經》沒有那麼緊要。第八會，讀「儒」首又可以、「需」首又可以，你們讀

「儒」。《濡首分衛經》又可以。第九，此分的分量最少，這部就是《金剛經》了。

第九會。「此會的分量最少，梵本衹有三百首頌。」三百頌。又名叫做《能斷金剛般

若經》，你們在這處說就是這個。有哪個? 「有無著的注釋，有世親的注釋，中國的

有窺基的贊述。」「此分的分量最少，卻能涵攝『根本般若』的重要思想。」「故在

印度及中國皆受人重視。內容就以二十七個主題總括全部般若經」的主要思想。「通

過此二十七個主題，極易掌握般若之要點。」「般若思想不外說明，」這裏你留意

了，「不外說明『性空幻有』」的道理。「所謂『性空』，即是說一切現象都無實在

的自體。」「自體」，即 essential。「但空非虛無，假有的現象依然存在。即所謂

『幻有』是也。幻有含有二重意思：(1)幻有並非無，並非無有，衹是對於實有而說

其為非實在的；(2)幻有非憑空而現，須因緣(主因叫做因，條件叫做緣)，須因緣聚合

而後生起。所以般若思想是由一雙，一個雙範疇、」

一個範疇叫「性空」，一個「範疇」叫做「幻有」，「雙」，兩個「範疇」。你

們解「範疇」，多數解「範圍」，不是。「範疇」不同「範圍」，不是這樣解的，在

哲學上不同解的，記住。普通你看報紙，甚麼的「範疇」，就當「範圍」這樣解的。

即是 limit這樣解，如果哲學上所謂「範疇」，記住，「範疇」是「思想的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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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這個字。「間隔」，「間隔」即是叫做「間格」，我們建這座大廈，有個「間

隔」，幾多個廳、幾多層樓，間了幾多層，幾多個廳，幾多間房間，那些「間隔」。

我們的思想有「間隔」，如果沒有「間隔」，不能建大廈。沒有「間隔」也不能成，

不能思想，是嗎?所以一定要知。這些「思想的間隔」，德國有位哲學家，這位哲學

家叫做 Karl，康德。叫它做 category，叫它做「範疇」，category這個字原來當一

類一類解的。但是一到了康德手，就當「思想的間隔」這樣解的。普通的「思想間

隔」就有幾種：一，就「時間」，如果我們思想的時候，一定有「時間的間隔」在這

裏，沒有「時間的間隔」不能成「思想」的。譬如你想，你說「我出去食飯」這樣，

已經裏面有個「思想的間隔」在這。我未起行的，出去，由起行到出去，中間有時

間，是嗎?食飯就一定在這個時間裏面吃，所以有個「時間間隔」。如果離開「時間

間隔」，不可能的，連到我說，「我出去食飯」的那句話都不能說的。

這種思想都不能想的，就是第一種「思想間隔」，「時間的間隔」。第二個，第

一個「時間」，叫做「時間範疇」，（第二個）「空間的範疇」，當你思想的時候，

你的思想內容一定有個「空間的範疇」在裏面的。譬如你說：「我出去食飯」這樣，

有沒有「空間」?「我出去」，由這裡過，就「空間」，就 space，是嗎?一定有個

「空間的範疇」的，不是的話，你不能夠思想的。第三個，這四個最基本的。第三個

就叫做「性質的範疇」，「性質」即叫做 quality。quality的「範疇」，如果沒有一

個 quality的「範疇」的時候，我們不能思想的。

譬如甚麼? 譬如你說這樣。我喜歡穿綠色的衫這樣，是不是有 quality?其實個我

已經有顏色的。我又如何? 譬如我，我老羅說我，包括甚麼？我的面皮是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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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我的頭髮是白的，那個「我」已經有這些 quality了。有個 quality的「範疇」。

不過這樣都不顯著，他說我喜歡穿綠色的衫就很明顯。綠色不就是 quality，是嗎?所

以沒 有， 這個 不是 「空 間」 ，這 個是 「 性 質」 ，是 嗎 ? 「 性 質 的 範

疇」。color，color便是 quality來的。一定要有「性質的範疇」，「時間」、「空

間」、「性質」，還要有，一定有「份量」。「份量」即是 quantity，一定要有

quantity「範疇」，沒有 quantity的「範疇」亦不能思想的。譬如我飲杯茶這樣，

一杯便是「份量」，是嗎?譬如現在你說這樣，我要出門口這樣，那個門口都有個

「份量」的，是一個框。所以這些，這些叫做「範疇」，無「範疇」不叫「思想」

的。最基本的「範疇」，這四個。那我們思想的時候，「性質範疇」最主要裏面，

「性質範疇」，肯定和否定，是嗎?即是 positive抑或 negative，你說話的思想不是

positive就是 negative的，這個就是「性質」。「份量」是甚麼？singular或者

plural，不過中國人不用寫出來的，是嗎?那些，那些 number不用寫出來的，但那

些外國的文字都要寫出來。中國人雖然不寫的，不是沒有的。

那這個「份量」，當然要有的，沒有這四個基本「範疇」，不能夠思想。除了基

本「範疇」之外，每一派哲學都有個特殊的「範疇」。佛家講「般若」，《般若經》

有句，我們叫它做「雙範疇」。一個就「性空」，「無自性」的「空」。一個「無自

性」不等於「無」，是「幻有」，眾緣和合它就出現的。「性空不離幻有，幻有不離

性空」。一雙範疇。即是甚麼?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就「幻有」，

「空」就「性空」。兩者不離的。這個《金剛經》說的最好的：「佛說眾生，即非眾

生，是名眾生；佛說莊嚴佛土，即非莊嚴，是名莊嚴佛土。」是嗎 ?即是「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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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所構成它的「思想」。「不能單執某一方面，此經全部皆談『性空而幻有』之

問題。」經末以一首頌總結一經的宗旨，是嗎?它說「諸和合所為」，和合所為如何?

眾緣和合所造出來的東西，所有那些眾緣和合造出來的東西，「如星、翳、燈、

幻」。好像「星」一樣，閃下、閃下的；又好像「翳」，那隻眼，眼痛被那個眼膜遮

了些東西一樣；又好像「燈」一樣，又好像幻術那些「幻」；又好像「露」水一樣，

好容易乾的，好容易，好容易那些水「泡」一會就散這樣的；好像「夢」一樣，沒有

實在的；好像「電」一樣，閃一下便不見；好像「雲」一樣變化多端的。它說「應作

如是觀。」看這個世界，人生觀和世界觀，就要它甚麼?「九如」，九樣東西的，鳩

摩羅什就少兩樣的，就叫做「六如」

聽眾：「九如」。

羅公：嗄？

聽眾：「九如」。

羅公：「九如」。

聽眾：「九如」。

羅公：這處「九如」。

鳩摩羅什就得「六如」，「六如」是甚麼?「一切有為法，如露亦如電，如夢幻

泡影，應作如是觀。」我們說到這處，我又說個笑話給你聽。我們有，從前有個人，

叫做唐伯虎。大家認不認識他?「唐伯虎會點秋香」的，那個唐伯虎，他就很信佛

的。唐伯虎不是這樣笑話的，這個人很文學的。不過又很幽默的，這個人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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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說他點秋香，那些人硬要胡亂說他的。他是有一家富戶，他歡喜別人家的侍女，

結果別人送了侍女給他，給他做老婆，就這樣，就不是說「點秋香」這樣，沒有這樣

的事。那他很信佛的，他改名叫「六如居士」，就是他，「六如居士」。很紅的，他

那些畫很值錢的，他時時沒有錢的。沒錢，他那把扇就時時畫了自己幅畫。沒錢就叫

人拿去當鋪，當十兩銀回來。別人看見唐伯虎畫的，即刻就給他十兩銀。他這樣值錢

的，他的東西。但你這些有錢人都想得他幅畫，他罵你，他不幫你畫。你給錢，我要

你的錢做甚麼?他是一個這樣怪的人。所以你們不要，讀書人有時有些很怪的，古靈

精怪，甚麼都有。你不要以為這樣，那個都不是人這樣的品﹝行﹞，不是的。他一到

這樣上下，他有些這樣的東西出現。

他真正是聖人就不會有這樣的東西，他又沒到聖賢的地步。其實讀書人就時時有

些怪事出現。例如章太炎這樣，你跟他說話，他一言不對，他一腳就連凳、整張枱都

蹬翻的，他這樣。當時，他在，他做孫中山的秘書長，開會。那些桂系的人，岑春

煊、陸榮廷這些大人物來的，迫孫中山交權出來。那個章太炎就幫孫中山手，對著岑

春煊，一飲開(正在嚐用)魚翅、鮑片，弄在這處(放在飯桌上)，一手撥推過去，「都

不是路的！」 推過去岑春煊處：有本領就殺了我！岑春煊就乖乖不敢發聲，快些避

開，〔說：〕他應該不是很舒服了，麻煩你們快些送他回家。結果一人挾一邊便送他

回家。這個章太炎，有人叫他做「章瘋子」，癲的。有些時候，那些讀書人，但他學

問最好。他結婚，他不刷牙。他結婚，他的老婆要他刷了牙，刷淨牙才得。這樣，這

個人，他說：好吧。因為要結婚。整個月沒有刷牙。就說要結婚，刷淨整排牙，章太

炎，你看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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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腐乳龕」。「腐乳龕」。

羅公：甚麼?

聽眾：「腐乳龕」來的，他那排牙齒。

羅公：是。

他是這樣的人，很多叻人不出奇的。你們沒見過那些讀書人的事，你不要以為這

樣奇怪。你們去我那處，你們都不抵得的。我經常和我老婆頂嘴的，我的書攤開的。

我老婆整天說「丟架」，別人看起上來，很丟架。這樣就這樣，有甚麼丟架？我說這

是光榮，不見你有？要有我那麼多攤開書來看的，你有沒有看?你都有這樣看，你才

有資格說我，你都沒有學我這樣看，你有甚麼資格說我？我這正是光榮。我去到人

（家裏）看書，我就最歡喜拿一本書來望下，看下你這處有沒有污濁的痕。如果你那

些沒有污濁的痕，雪白的話，那一本、二本在那裡，我就看你不起，都不是讀書的！

他有兩個臭錢，擺在那處來裝假而已！哪是看書的！是嗎?如果看書，肯定是污濁、

邋遢的嘛！我們的書弄到殘的，你不要以為甚麼的。你讀書讀到差不多，你自然有些

臭脾氣出現的。王安石如何? 「蓬首垢面而談詩書」，人家梳髻的古時，他都懶得梳

髻，「蓬首」，「垢面」、不洗面，邋邋遢遢的。你和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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