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說：我有些禮物要親自交給中堂，很寶貴的。我想見中堂，﹝某：﹞ 那個不

就是中堂，這樣說，他指一下那個靈位旁邊。一個穿著孝服的一個老伯坐在那處，蓬

頭垢面的樣子。﹝工人：﹞是不是呀? 那個是中堂？﹝某：﹞甚麼不是？那個不就是

丞相了！你走過去。 ﹝工人：﹞我如何見他？﹝某：﹞你走過去見他就可以了。 

結果他拿了過去。他又沒有架子，他身為封公爵，荊公嘛！他一樣是﹝這樣﹞，

你這個工人拿過來的，他一樣好好地接受。王安石是這樣。所以你不要以為他怪，總

有多少怪。那你無謂，有些人特別作怪的，作怪的。我認識一位朋友，他根本就不是

那種讀書的材料。他招呼人客的時候，他要在他的書房裏將他的書打開，很好笑，即

是表示他讀書讀到都懶得收﹝起﹞。有這樣的人，一個這樣。

另外有一位世伯，他有很多錢，他買很多書，很精美的書。 但是他不是很懂讀

書，你猜他請甚麼呢？他請位北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以往在北京大學畢業很威風的，

幾乎是中國唯一的大學，差不多。他請這樣的﹝人﹞，還擔心別人讀書讀不好。他要

北京大學文科畢業那種，付幾十，一百幾十（薪水） 。當時一百幾十元薪水就是很

高的薪水了。 他請了人，要買些一等的顏料，用塊雲石墨硯來磨，去藥材鋪﹝買﹞

白芨來磨，磨些美的硃色、銀硃。叫那位大學畢業生幫他每一句畫一個圈，每一句畫

一個圈，要打圈要打到很圓，又要不能點錯，圈完就放在那裏。還要有一個條件的，

薪水可以給你高些，你絕對不能說給別人聽你的工作是甚麼。你的工作是幫我打圈而

已，這條件是唯一的條件。如果你嫌薪水少，我加些給你沒有問題，但這件事不可以

講給別人聽，即是叫你不要說給別人知道。結果就連你叫人「不要說」那句，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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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聽。這種人是傻子，如此笑話，別人當然一定會說的，他在你這裏做的時候不

說，他離開了你才說、才唱你的。 那麼再說回這裏，這裏就要看，其餘的第十會就

不用理。但第十會學密宗的人必須看。《般若理趣經》，我們不是學「般若」的時

候，讀完《金剛經》，讀完《小品般若》，不妨讀讀它。

其餘呢，不讀沒關係。第十一會說「布施」的；第十二會說「持戒」的；第十三

會說「安忍」的，即是「忍辱」的；第十四會說「精進」；第十五會說「靜慮」；第

十六會講「般若」，這些不用理會的，有閒時就看看。其餘呢，還有一本，《了義般

若波羅蜜多經》，這些是附庸的，看不看也無關重要。另外一套叫做《五十頌聖般若

波羅蜜多經》，亦是附庸，看不看也沒關係。後面那本叫《帝釋般若波羅蜜多經》，

都是看不看無關重要。還有一本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就不是真的﹝有這部

經﹞，那本經是甚麼? 有些人是從「根本般若」(《大般若經》)裏抽了些重要的句語

出來，就拼成了一本經，就叫做《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即是綱要，《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這本就可以用來做一本入門的書，但是這本書是不夠用的。你說用來唸誦、用

來當「寧神劑」，或者用來當做甚麼? 即是這樣做一下功德。

我是這樣的，有甚麼朋友死，有甚麼親戚死了，我就唸。少則唸一遍《心經》，

多則唸夠三遍。唸完之後，我叫當做了一堂功德給他，這樣還不足夠? 唸一遍《般若

經》，將四句偈受持讀誦已經是很大的功德了。你死去的那位，我唸三次《般若經》

給你，還不夠功德？我已經很對得起他了。你說叫我唸，我不收錢。你請位和尚「叮

叮噹噹」(做法事)，怎及我唸三次《般若經》？所以，如果你們孝子賢孫，或者你死

祖父、死祖母這樣之類，你想說做功德，在他的靈﹝位﹞，在佛前唸一卷《金剛般若

波羅蜜多經》，或者唸十次、或者一百次《心經》給他。可以節省回很多錢。你就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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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你就說：我某人我很虔誠，唸這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唸一百遍。我願意將我

所生的功德，就迴向給我那位死去的祖父或者祖母這樣，請佛為我證明。你已經可以

節省過萬元功德錢了，是嗎？﹝功德﹞更大，你是孝子賢孫，你唸的功德更大的，你

請人唸，功德沒有那樣大的。無論如何不及你念那樣大。你知道，世人都是這樣。在

香港那個太平山望下去，傻瓜多過聰明人的，是嗎？那些人是要花了那萬多元才安樂

的，是嗎？你說自己親自唸這本經是很有功德，他不信，他不信這樣是他的果報。不

見了萬多元便是他果報，是嗎？ 

好了，還有一本叫做《思益梵天所問經》亦是補充的，來到這處我提到。此外，

有本叫《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被認為很好的。一般人認為，事實亦很好，但

是現在有人考據，就說此經頗有僞托託之嫌。中國人，有個人名叫李翊灼，寫了本書

叫做《佛學僞書略辨》，(《疑偽外道目錄》)。他就說這本《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

經》是僞經。所謂「僞經」即是說不是梵文譯出來的，而是中國人自己作的。裏面摻

有中國人的思想的，日本人大部份主張說它是僞經。一般法師不承認說它是僞。這以

上的就是「空宗」的經典，「空輪」的經，「空輪」的經。  好啦，今日就這樣，好

嗎?因為說得太多不好。我雖然是說很多笑話，但是都有很多實質的東西在內的。現

在﹝講﹞第十頁，第九頁以前，就﹝是﹞我介紹了一個「空輪」的經，是嗎？一個大

乘佛教說「空」的這一派的重要經書，經的目錄，是嗎?現在我就再介紹，說「有」

的那派。即是「唯識」那派的重要的經典的目錄。大家不要覺得﹝沉﹞悶，你聽到我

介紹了目錄。你如果想研究學問，目錄就很重要。

外國人，譬如英國人，那些叫甚麼？Bibliography﹝參考書目﹞，你想，當你研

究某一門學問的時候，一定要對那門學問的 bibliography有相當的認識。如果你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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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話，你就亂撞地來看書，你看十年不及別人看兩年，真的。你現在那些學佛的，

他沒有方法的。我見到你，我曾經，在香港有個我朋友，她死了，我說她。祟蘭中學

的校長，知道嗎？曾璧山太平紳士，研究佛法七十年，七十多年。她死的時候九十

歲。十五、六歲起首學佛，七十多年。結果，她對學問一事無成甚麼都不懂，只懂得

「西方極樂世界」，唸「阿彌陀佛」生「西方極樂世界」，其他那些甚麼東西都沒

有，沒有把握，七十多年，不是不勤﹝力﹞的。搞不定，她沒有方法，是嗎？沒有方

法是搞不定的。你想有方法，第一步。研究一門學問的第一步，你就了解它的目錄。

目錄的甚麼？要把部門裏最重要的書知道，那你可以依次看它每本書。那你就一路很

有系統那樣，你就了解。好了，我現在介紹「有輪」，即「有輪」的經典，即是「唯

識」一派的經典。最重要的是，是有一本《解深密經》。（Sa dhinirmocanaṃ

S traū ）這本經，我們看看，我現在介紹給你，就介紹唐朝玄奘譯那本。為什麼介紹

這本？因為他這本譯得最好。

你看看，此經有四個譯本：第一，是元魏時代，那個人叫做菩提流支。這個印度

人，他譯的，名叫做《深密解脫經》。第二部是劉宋，宋、齊、梁、陳那個「宋」，

那個求那跋陀羅也是印度人來的。他來中國，他譯的，叫做《相續解脫經》。第三個

譯本是宋、齊、梁、陳的陳朝，即是與昭明太子在生的時候，那個差不多時候。那個

真諦法師，又是印度人，南印度人，他譯的，叫做《解節經》。第四本就是我介紹的

這本，唐朝的玄奘法師譯的，名叫做《解深密經》。它意思即是，解釋那些很深、很

細密的道理的這本經，《解深密經》。奘譯最佳，那麼為甚麼這本經那麼重要？此經

是言「境」、 「行」、「果」。「境」，是目標，我們研究一門學問的目標，叫做

「境」。「行」，實行，有了目標之後，我們實行、實踐。「果」，效果，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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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學問者不外這三件事，「境」、「行」、「果」，它對「境」、「行」、「果」

都賅備，說得很齊備，「為一極完善的大乘佛法概論。」不只是為「唯識宗」的重要

經典。整個大乘佛法都它可以作為一個概論、導論來讀的。因為何解呢?因為一

「空」、一「有」兩面都講。那麼，不過它以「唯識」為中心，而兼容「空」、

「有」，融合了「空」、「有」兩派。

所以這本書，很細本，字數等於我這本書，《唯識方隅》那麼上下而已。如果沒

有注解，沒有注解，你很難看得明白。注解有誰的最好？有位圓測，是唐朝，即是現

在韓國，唐朝﹝時﹞就叫做新羅。唐朝的新羅國人來中國學習，一個留學生。那他就

跟隨玄奘法師學習，他將玄奘法師翻譯的這本《解深密經》，他做了一本很詳細的注

解。這本注解，現存的那些注釋的書之中，這是第一流的注釋來的。現在韓國人，韓

國那些不論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都紛紛研究這本書。還有，大前年的時候，在美國哈

佛大學，有一個韓國人，在這裏寫了篇博士論文，專說這位圓測法師的思想。他說這

個圓測法師思想的根據，就是根據這本疏了。那麼這個疏，你在這裏買，未有得賣

的。你去香港百德新街佛學書局，三百元港幣左右，前年是三百﹝元﹞，今年恐怕五

百﹝元﹞都不定。就很精美的版本，很精美。

羅公：你有，是嗎？買到了?是嗎？你買的時候多少錢？

聽眾：集體買的。不知哪裏買的。

羅公：集體買的? 這樣，很精美版本。你不要以為共產黨那種甚麼

這些是有一群學者有空閒，他不問政治，他埋頭做這些事。 那些字刻得非常之

美，你可以買，去那裏有得買。  這樣，另外，因為我說《解深密經》，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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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好幾次。說了好幾次，我嫌它這本書，仍然是繁字多些，我將它刪了四分一，三分

一至四分一直接刪除了。因為很多旁枝我刪了，就把它那些精華保留，就叫做《解深

密經測疏的節要》。現在印刷中，在香港排印中，排印中，應該印好了，現在應該印

好了，今日的時間大概應該已經印好了。

這樣，那本書，我就不能拿它來到這裏，每一個人送一本給你們。理由是為何？

我的女兒就捐出了一萬九千元，即是「前前」﹝前雨﹞的媽媽，出了﹝一﹞萬九千

元。當時估價﹝一﹞萬九千元，她給了一萬九千元我。我就叫佛學書局印刷，就交了

稿給他。怎料到，你知道商人，他說我那個 order一個星期有效，這個是估價。你幾

個月前拿來印，這個價錢又不同了，這樣。對的，在商言商是這樣的，那麼要多少?

他說：二萬六千。這樣一起就起了七千元。七千元，那佛學書局的王玉嬋又大意，沒

有叫他簽張 order。她現在就說印﹝刷﹞起就要再估價，就要三萬元多些。那現在，

王玉嬋就拍起心口，﹝說﹞我都要負多少責任的，佛學書局都要負多少責任的。算

了，你就出一萬九千元算了，有剩，我佛學書局就蝕給你。我說：這件事這樣做又不

可以，你的佛學書局又﹝是﹞不牟利的團體，要你虧本，怎可以?結果，商量的結

果，我就當﹝作﹞由它出版，賣出所收到的錢，他就要扣除替我所墊﹝付﹞的萬多元

的，是嗎？這樣就所以，我不能夠。他當然有回送給我幾十本，三幾十本。(一出版)

在香港已經沒有了，那幾十本，所以這本書將來就要﹝在﹞佛學書局買，沒有辦法。

因為要人家墊錢的問題，就是這個原因。好了，那些商人因很少問題就挑字眼。

說我當時沒有簽那份 order，說我沒有簽，他就反口了。好了，另外就有本是歐陽漸

的注，這本又是好好的注來的。但是，不過深，很深，你們看不懂的。座上這麼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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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看不懂，歐陽漸的注。這樣，最好你入門，就將來我那本書入門，你們就會了解。

了解之後，你再看《測疏》，那對《解深密經》你就很了解。《解深密經》你一了

解，對於佛家的學理、樣樣事都勢如破竹的。不過，就有個缺點是有了多少(一些)有

色眼鏡，即是戴起以「唯識宗」的眼鏡來看，就是這樣解。很難說的，完全沒有、那

個眼鏡沒有色彩是很難的，幾乎不可能的。這本最重要，非讀不可的。第二本叫做

《入楞伽經》，這本經一方面，這本經就主要是說甚麼?我不妨讀一讀你聽：「經有

三譯：」，有三個譯本。

第一本，「劉宋的求那跋羅譯，名叫《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第二本，是「元

魏時代的菩提流支譯，名叫《入楞伽經》。」第三本，唐朝的，武則天時代的。這個

人就叫做實叉難陀。是等於現在維吾爾族的人來的那個，是武則天最恭敬他的。名叫

做《大乘入楞伽經》。三個譯本之中，唐朝的譯本最好。「大乘有宗義理，分為法

相、唯識(兩系兩門)二門。」亦即是學「唯識」的人的學問，入門就兩門。這樣，這

兩門如何?慢慢再介紹。「此經就談「五法」、「三自性」，就屬「法相」那門的道

理。另外，它又談到「八識」、「二無我」，就說「唯識」的那種義理的根據。

「本」就﹝是﹞根據。

這樣，自古以來都沒有好的注釋，就只有最好的，就是歐陽漸的那本注釋，叫做

《楞伽疏決》，是最好的。這本書，你要看甚麼?歐陽漸，《歐陽漸全集》裏面有這

套書，不過那套書很難讀的。好難讀，而這本書，不看它可不可以?可以，不過看就

最好。上面那套《解深密經》不看就不行。這套經你勉強不看，你不想做專家就不看

都行。如果你想做專家，一定要讀這本書。這本書不只是「唯識宗」的重要的書，

「禪宗」都是最重要的書。現在，現在的人開口又講「禪宗」，閉口又講「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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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連這本經都沒有讀過。他不知道，不知道一件甚麼的故事。即是，當梁武帝的時

候，就是那個昭明太子那個時候。有個印度人叫做菩提達摩，即是所謂達摩祖師。這

樣，他來到中國。來到中國就去到現在南京，即是金陵那裏。就見梁武帝，梁武帝就

講「般若」的，他就說「禪宗」，本來很投契的。

相傳就說這樣，梁武帝跟他談話，很尊重他，就問他：他說：我身為皇帝，我很

崇敬佛法，我做很多好事，我建了很多寺門，度了很多人出家。我又親自講經，這

樣，你以為我的功德如何?這樣應該有多少功德?其實梁武帝多此一問，是嗎?那有人

會這樣問的！譬如我說法，我現在說《般若經》。問大家：你知道嗎?我在這裏講

經，有多少功德?無可能這樣問的！所以我不信這件故事的。梁武帝是一個很英明的

君主，那有這麼蠢的人，是嗎?無可能的！那些事就﹝是﹞後代的那些「禪宗」的人

作出來的這件事。不過這樣，去到南京，梁武帝初時很尊重他。後來，跟他談論不滿

意，這個是事實。同時，還有，很多和尚都包圍著梁武帝的，妒忌他。曾經落毒藥想

毒死他，是不是真的有人想毒死他這麼厲害？那我不清楚。不過那些人都不高興他，

就迫到他要離開，這個事實。結果，他走向北方，就去到洛陽。去到洛陽，就住在哪

裏?就住在那間少林寺那裏。洛陽嵩山很大，嵩山裏面有個山峰，叫做少室山。

少室山裏面，有間寺叫做少林寺，就是那些少林派打功夫的起源了。現在還有這

間寺，現在有﹝這﹞間寺，但這間寺是不是舊時那間，就不知道了。那他就在這裏見

到每個和尚都面有菜色。沒氣沒力如何弘揚佛法這樣?這樣不可以的，你們要運動，

運動又如何?他在印度，原來他是拳術家。他本身，本身是一個王子，又是一位拳術

家。就將印度、將南印度他所學識的那種拳術，就教給這些和尚。他說你這樣身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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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強﹞壯些。那麼以後少林寺的和尚都是傳了他那套拳術。這個可能是事實，事

實。至於他那些少林拳、他達摩那些拳是否現在打的那些，洪熙官那些的就不知道

了。總之脈絡就是這樣下來的，是他帶來的。他原本那套始祖的拳就是南印度的拳，

那麼他除了教授那些拳法給他們之外，他每日有空，他就走去石巖那裏，一個石壁，

對著那石壁坐在那處坐禪。當時，有一個人，很虔誠的佛教徒，就叫做…

聽眾：慧可。

羅公：慧可，達摩，慧可。

無錯，慧可。慧可，又叫做，有些人稱他做神光法師。我們看書稱他做神光慧可

就﹝是﹞這個人。這個人就到處求師，尋師訪道。怎料，這個人很堅強，這個人遇著

兵亂。那些當時北方那些野蠻民族侵犯過來，五胡十六國那時候，兵亂。他就被那些

軍隊斬了一隻手臂，他都仍然包著那手，繼續走去尋師。人人都叫他做甚麼?「單臂

可」，慧可﹝只﹞得一隻手臂，被人斬了。

那他就聞得有位禪師在這裏，在印度過來的。當然好，這個人好特別的。他就向

他求法，那個時候，剛剛下雪。那個慧可，那個達摩仍然在那石巖坐著，對著﹝參

禪﹞。慧可就走到他後面，站在他後面，就不敢驚動他。想等他出定，就跟他說話，

很恭敬的站在那裏。怎料那雪愈下愈大，滲進來，已經滲到腳部，幾乎淹蓋著他。他

還不走，那個達摩，他是坐禪的人，實在是很清醒的。他知道他在後面，就招他過

來，  就問他，他說你來想要甚麼?  你來找我，你想要甚麼東西?  這樣，慧可就答，

我來想求安心法。  我的心不安，我想求一個安心的法。  於是，達摩就﹝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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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你拿個心來，我替你安!  慧可被他一問，心在哪裏?拿不出來的，那個心又無形

無相。  如何的，有幾大?幾小?  這樣，忽然間，他說有所悟，即是靈感忽然間有所覺

悟，即是覺得那個我們的心，是無形無相、無邊無際。  你說它在哪裏都不對。於是

他答：我找那個心，找來找去都找不到，是嗎?     ﹝達摩：﹞那麼我已經替你安了。

他說：我替你安了，你知道那個心找不到的，那就已經安了。這樣於是慧可﹝嘆

服﹞，啊！原來又有所悟。這樣就想向他頂禮，想辭別。那他在辭別時又問了一聲，

那我以後應該如何做?於是他就在旁邊拿了一套書給他，十卷書交給他。他就說你就

修行，就將這本書來「印心」。「印心」是怎樣?即是好像銀行取錢的那個印鑒那

樣。你的心有很多問題都搞不好，你就揭這本書求答案，意思即是這樣。以這本書為

印心，作為印心的依據吧！於是，慧可就接受他這套經。實在現在「禪宗」這樣興

旺，最主要，印心的書就是這本《入楞伽經》了。

但是可惜這本經就太深，不只你普通一位博士，學中文取了博士的讀不通，老師

宿儒也沒有辦法讀得通。我寫了很多講義，我現在都還未敢碰它這本，未敢寫，不夠

膽將它這套﹝經﹞拿來跟大家說。民國以來，講過這本經的，只有兩個人而已，正式

說的，一個就歐陽漸，他當然可以了，他這個人是章太炎先生說他五百年第一，對佛

學。實在不止，我說他這個人千年第一，歐陽漸。歐陽漸講過。第二個就太虛法師講

過。兩個人講過，其他人都，即是對這本經，有些怕這本經。這樣，將來有機會，就

﹝希望﹞怎樣?最好就將歐陽漸講的與太虛法師有本《楞伽述記》，將他們來再編一

本淺的講義。這樣就真的是好了。所以你說學佛學，你說想出名不用憂﹝慮﹞不能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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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取博士，去美國的哈佛、耶魯那些，去那些哲學系處取博士，造《楞伽

經》的哲學的研究，這個博士一定到手的。這樣，英文有沒有這樣?有，有英文譯

本，但是英文的譯本，譯得不是很好。因為這個英文譯文是由日本人，日本人叫做

Suzuki。Suzuki，在哈佛大學教書的，Suzuki，叫做 Suzuki，就即是叫甚麼? 叫做

鈴木大拙。鈴木大拙，他就是美國取得博士之後，就回日本，一路做到教授。又去，

在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書，夏威夷﹝大學﹞教完就在哈佛大學教書。就在哈佛大學，對

幾個美國人，這些研究所沒有甚麼人上課。只有三、五個人上課，就替幾個美國人解

這本《楞伽經》，用英文講《楞伽經》。他就將它來譯了做英文。鈴木大拙譯本，

《楞伽經》。

聽眾： 這本是否白色，好像是白色面的。我好像有。

羅公： 好像是，沒錯。有出版的。

聽眾： 我未看過。

羅公： 你沒有看過? 如果你有，不妨買本。將來這些書就不印刷了。

聽眾： 我有。

羅公： 你有，是嗎?我在香港我都有本，我見現在很少有得賣這本書，這本書好少有

賣，但是譯得不好。

聽眾： 英文名叫它做甚麼?英文名叫做甚麼?

羅公：  英文名，它譯音而已， Lanka， Lanka，叫做甚麼，《 La k vat raṅ ā ā -

S traū 》。

聽眾： 就是那本，是嗎? 見到很多字，很多英文的那本經。我那次去看就不知道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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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甚麼。

羅公： 這本，Lanka就這本了。

聽眾： Lanka甚麼、甚麼的。

羅公： 是的，這個就是了。就是這本了。

這樣，如果你研究「禪宗」，現在，尤其是「禪宗」在美國很流行的，如果你學

「禪宗」的人不懂《楞伽經》，你這個就是騙人的。涉獵一下而已，真正的禪宗的學

者一定讀《楞伽經》的。這本書它重要，不只因為它是「唯識宗」的書，而是它兼為

「禪宗」的書。那麼為甚麼現在「禪宗」的人不讀它? 第一﹝是﹞因為它太深，第二

就這個六祖不能不負責。六祖幾乎不識字的，你說他一個字也不懂就未必，但真的沒

有怎樣讀過書就事實。他六祖﹝對﹞咬文嚼字的東西他不懂的。所以五祖傳授六祖的

時候，就用《金剛經》，用《金剛經》來印心。五祖傳這個祖師之位給六祖的時候，

就是用《金剛經》。因為用《楞伽經》，擔心六祖聽不懂的，當時他就用《金剛

經》。達摩就﹝是﹞初祖，就傳給第二祖慧可，第二祖就用《楞伽》。

第二、第三祖都用《楞伽》印心；但是來到五祖，轉變了，大概那些人，他門下

的那些人， ﹝他們﹞的程度，文字程度就差。就轉用《金剛》，用《金剛》又他如

何?你看《六祖壇經》知道這回事了。當五祖大師看中了六祖，準備傳祖師之位給他

的時候，就叫他進去，是嗎? 它說五祖入去那個磨坊，他在那裏磨穀，磨穀，就問

他： 這些米熟了沒?六祖很聰明，就說：米就熟了，還要篩一篩就可以了。五祖就馬

上拿他那支拐杖，在碓(磨具)上敲了三下，便走了。「禪宗」的人歡喜這些事。六祖

很聰明。那晚夜三更天，三下，就走入去五祖的房裏。五祖說：你走來做甚麼?﹝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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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你叫我三更天來的，你敲三下的。﹝五祖：﹞是的，好吧！這樣，他說：我現

在我不想給別人知道。於是他拿袈裟遮著那個窗口，古時沒有玻璃的，就拿件袈裟遮

著窗口。我將會說一本經給你聽，解﹝釋﹞你聽。那就拿本《金剛經》，一路解﹝釋

給﹞他聽，就解到那句「菩薩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說到這句，一說這句的時候，六祖就岔開了，沒有給他繼續說了。就岔開了。就

提出四(五)個問題就問五祖，他又不是問，他即是好像嘆息的樣子。他就不是問的，

他只是岔開他的話頭，就怎樣?「何其」，就第一個問題，他說「何其自性本來清

淨?」「何其」即是如何猜想得到? 我怎也想不到，原來我這個「自性」。即我本身

的生命，本來就是清淨，不是污糟邋遢的。第一個，「何其自性本來清淨?」第一個

了。即是體會到這個「真如心」是清淨的。接著，他說：這個「何其自性能生萬

法?」，他說我如何猜想得到? 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生命能夠產生宇宙萬物的。

即是他體會到那個「唯心」的見解了，是嗎?然後是甚麼?「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即

是我如何猜想得到，原來我自己的生命裏面是甚麼都具備的?「本自具足」。第三個

「何其」。第四個「何其」，就「何其自性本不生滅」。我如何猜想得到原來我的生

命，本來無生無滅的?連續的，我都不知道，我現在才認識，原來是這樣的。四個

「何其」，是嗎? 五個「何其」還是四個「何其」？

聽眾： 四個。

羅公： 嗄?

聽眾： 四個。

羅公：我讀出四個，六祖那本經是五個還是四個?是四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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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是五個，還有「何其自性本無動搖！」)

聽眾： 四個。四個。

羅公： 不過我將它翻譯為白話這樣解﹝說﹞的。

這樣，這個不識字的人這樣說，我一聽到《金剛經》聽到那裏而已。五祖就說：

好，不用再說，可以了，我給衣缽你，你快些走。他想留下。﹝五祖說：﹞不可以，

別人害你的。你走，你足夠了，聽到這裏足夠了。於是他走，他走。﹝五祖說：﹞說

我送你走。五祖就送他，送他去到河邊，有艘艇，叫他下艇。五祖為他撐船。﹝六祖

說：﹞等我來吧！五祖就說：不用，我應該我渡你的。他﹝六祖說﹞說：不是，迷時

就你度，「迷時(就)師度；悟時(就)自度。」 現在了解了，我要自己度自己，不用你

度我了。這樣，於是五祖便說都是你說得對，都是你撐。送到過河，然後五祖自己再

撐回過來這樣。那麼他「印心」就用甚麼呢?用《金剛經》。以後，「禪宗」的人就

用《金剛經》「印心」，就不用《楞伽經》。所以，胡適之就研究菩提達摩的故事的

時候，研究「禪宗」。胡適之研究「禪宗」的，他就說達摩和二祖、三祖，這幾個祖

的時候，應該叫做「楞伽宗」才對，不應該叫「禪宗」。他說五祖以後到六祖那些，

那些就「禪宗」。以前那段就應該叫做「楞伽宗」。胡適之有本很有名的叫做《楞伽

宗考》。

現在的人很多的，我知道，尤其是講經的人連這本書也沒有看過。它很多就講

「禪宗」，你說看胡適之的全集，《胡適論學近著》就有這本書。如果你們各位是學

「禪宗」的，這本書就非看不可。因為何解? 看這本書很節省你的功夫。世界上有很

多人，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學者對於「禪宗」的傳承，議論紛紛。胡適之他全看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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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書，他應有盡有地拿這些書來參考，用他的見解來綜合，來個折衷的說法，而你就

節省了很多功夫。

這樣，這些我只是順便說的，這件故事但這些事不外乎想說給你聽，這本《楞伽

經》的重要。不只是「唯識宗」，連到「禪宗」的人，「禪宗」的人就對於《楞伽

經》就非讀不可。如果不讀過《楞伽經》的人，這個人沒有資格說「禪宗」的。所以

現在的人開口就是「禪宗」、閉口「禪宗」，你只要問問他《楞伽經》裏說甚麼，他

說不出，他這個人﹝是﹞騙子來的這個。好了，第三本就《華嚴經》了。「華」字讀

「花」的。

《華嚴經》，這本經，我勸你們初學就不要先看。這本經是如何?是這樣的，好

像做大戲那樣的，看 opera這樣的。它說毗盧遮那佛，它不是說釋迦牟尼佛，毗盧

遮那佛成佛之後，坐在菩提樹下，放大光明，身上有八萬四千個毛管(孔)。每一個毛

管……現在的人整天說「重重無盡」，就《華嚴經》那裏來的。講放大光明，那些光

明照到四維上下很多、無數多的世界。那些世界接受了這些，讓這些光明照到。那些

菩薩見到這麼大光明，就問那個佛：為何現在的光明照過來的?然後佛就說東方，有

些在西方的說東方，有個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在南方的他就說北方有個世界叫做

「娑婆世界」。有位叫做毗盧遮那佛成佛，現在放光明就照到我們這裏。於是，那位

菩薩就說：啊！這樣我都去供養那位毗盧遮那佛了！這樣，請佛你加被他，等我去

吧！於是佛加被他，他又運用他自己的神通來，就一剎那之間就來到「娑婆世界」，

就頂禮這位毗盧遮那佛。頂禮的時候，印度人有這樣的禮的。

印度古代的貴族和那些有道德的婆羅門，你想去見他們。不是就這樣見的，去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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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在他右繞三匝，在他面前合掌。走方形的，合掌行，行一個框、四方形的框，

行三匝之後，對著他，就唸一首頌讚，一首詩讚美他的。那他，他這些菩薩在第二個

世界來，就對著毗盧遮那佛唸那些讚。一些長的詩來讚他，就說他自己的見解。這個

世界就這個菩薩來，那個世界就那個菩薩來，那個世界就那個菩薩來，輪流地，那些

世界菩薩都全來了。每一位菩薩都讚頌毗盧遮那佛，就在讚頌裏說很多道理出來。很

長的，那位佛，毗盧遮那佛幾乎一句說話都沒有說，是這樣的。這樣，我們讀《華嚴

經》，主要就讀甚麼?看那些菩薩講的那些讚頌佛，讚頌裏的說話，到底讚頌裏的說

話，有兩件事影響最大的。那個讚頌之中，三件，可以說是，三件。

第一件是甚麼?影響我們，我們中國人，那些學者就產生這些這樣的觀念。尤其

是中國哲學產生觀念，就是「重重無盡」。產生了這個這樣的 idea，「重重無

盡」。怎會「重重無盡」?我剛才就說了，一個佛有八萬四千個毛管(孔)眼。每個毛

管眼，每個毛管眼，又有一個佛。每個佛又有八萬四千毛管眼，一路這樣下來，那就

「重重無盡」。一重一重永無盡的。這個世界是如何的?「重重無盡」。即是譬如我

一個眾生，這個譬喻，這個世界沒有的，(是)心變的，我的心變的。不是只是我變

的。他又變一個世界，他有他的心變他的世界。

他的世界就影響到我的世界，我的心就托他所變的世界做本質，把他的世界反映

入我這處，於是我就見到他的世界；同時，他的世界又見到，又把江漢林的世界映入

他那處，於是，他的世界又映入江漢林那處。他的江漢林又映入我這處，我又有他。

如是，每一個眾生，甚至到每一條蟲、每一隻蟻的世界互相映入。世界的眾生就「重

重無盡」，眾生的心就「重重無盡」。這世界亦「重重無盡」，是嗎?我們所住的世

界就是一個這樣的世界，不是說好像一個框，框著我一個地球，或者一個太陽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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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簡單的，是無量無邊的。而且不只無量無邊，是「重重無盡」的這樣，一個世

界這樣。這個佛家的大乘，大乘佛法的宇宙觀。

我們中國人的宇宙觀都是這樣的，是甚麼?是受到，很主要受到，當然，中國人

自己亦會，不過這本《華嚴經》翻譯了之後，影響到我們。尤其是當時有這件這樣的

故事。唐朝，唐太宗死了之後，就﹝是﹞唐高宗。唐高宗整天頭風，昏昏沌沌，辦不

到事。他甚麼事都信任太太，那位太太就是武則天，武則天專權到極。後來她老公死

了，她居然將兒子壓著，自己做皇帝。這個人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就是武則天，叫

她做則天皇帝。這個人好能幹的。現在人人罵她壞，是古時那些導學先生、那些八股

佬，死抓著封建思想、死抓著男性中心來罵到她，又說她淫婦和又說她這樣、那樣。

其實這個人很能幹的，她掌大權，掌了十幾年，那十幾年天下太平。你這些人做到

嗎?好識得用人，用人。不過她這樣，你不服她，殺你、殺清你，你對她不服的。如

果你服她，大官都有得做。她是這樣的人，是一個這樣的人。

甚至到有個人罵她，她做皇帝的時候。有位文學家罵她，這個人叫做駱賓王。是

一個造反的人，寫了篇文誥罵武則天，罵她甚麼?他的意思即是這樣的，你的丈夫是

皇帝，你丈夫死了。那個墳墓裏面的那些泥土都未乾。你老公臨死時候將兒子交托給

你，叫你培養兒子，你就壓著兒子，搶了兒子的權，就自己做皇帝。對這個家族，你

是不忠，對丈夫亦不忠，你這些個人簡直是，你是甚麼身份?罵她到衰。你過去在廁

所裏，即是廁所裏遞巾的人，皇帝進去大便的時候，你就開水洗，拿水給他洗手和遞

巾給他的。你的工作就是這樣，你這個賤人，你現在居然做皇帝。本來諷刺得很慘，

本來這件事，是人都忍不得。現在座上，如果讓我做會如何?這個人非殺不可，真

的。不是，你說她奪政權的話，她可以容忍你，你說她過去是看廁所，你那麼賤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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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不可容忍的，這個干涉她私人的出身。但她容忍，那後來那篇文章如何? 它說

她「曾經更衣入侍」。更衣即是現在這個更衣室，那些甚麼 restroom的。它說她

「曾經更衣入侍」，「入侍」即是服侍皇帝，在皇帝的廁所裏服侍而已。那樣數落

她，她都容忍到。

它還有的，它說「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托?」(《為徐敬業討武曌檄》)說

你的丈夫的墳墓的泥土都還未乾，你就在這裏這樣做，奪這個政權。你的兒子就六尺

之孤，你的兒子，你的丈夫托給你，你就搶走他的﹝皇﹞位，六尺之孤安(何)托?罵

她，罵得她很厲害。那些人，就見他罵得那麼厲害，那些「大腳友」(「托大腳，阿

諛奉迎的人」)就趕快拿給武則天看：說他這樣罵你的，即是叫她追查，要殺清他們

這班人。﹝武則天﹞一看，嘩，好文章，即刻說追查他，你猜追查甚麼?她不是說追

查殺他，追查那麼好才氣、這樣好膽識的人。為何不把他來給國家用的，留下他讓他

來罵我?我們應該給他官做，等他肯為我朝廷做事的。你們這班宰相為何不識人?這樣

的人材，你們都放過他的。她追查這件事，這個﹝武則天﹞，所以武則天這個人了不

起的。有些人將她來與清朝的慈禧太后來比較，這些人都戇的！這類戇人！慈禧太后

怎可以比武則天?

聽眾：無能比的

羅公： 嗄? 無得比的。現在那些和尚天天念經，那幾句話是她寫的。那幾句甚麼？

聽眾： 「無上甚深微妙法」。

羅公：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

義。」武則天的，多好的文章！聽完《華嚴經》之後，她對佛教更加深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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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皈依佛法的信，就作了這首詩來讚佛。

羅公： 現在朝朝晚晚有沒有唸的?

聽眾： 有，一開經就要唸這些。

羅公： 一開經就當然念這個，武則天的。

但有些人埋沒她，不知道是武則天的，日日唸。字又好，又好詩，又好字，又有

政治才幹，這個人真的了不起。那麼她當時，第一件事，現在我講「重重無盡」，她

呢，她這個人就覺得這樣，做皇帝了，唐朝的皇帝中，唐太宗是最有名氣的。唐太宗

的時候大﹝名氣﹞，就有一位唐三藏，有位玄奘法師，供養玄奘法師。那現在我做皇

帝，都要找一個國寶才可以。就找了，想找一個，沒有辦法找得到一個好像玄奘這類

人。

結果，有位在即是現在維吾爾族凡的和尚，叫實叉難陀就來了中國。於是她就捧

起實叉難陀。實叉難陀就連中國話也不懂說，她就叫他譯經，幸好當時有幾位和尚就

懂得梵文的。那位實叉難陀就拿本梵文解釋給他們聽。那幾位和尚就曉梵文的，就這

樣子聽。另外有些人記錄起來，就翻譯了八十卷《華嚴經》，《華嚴經》這個以前有

六十卷、有四十卷，《華嚴經》都不齊備。他這本最完整的，所以讀《華嚴經》一定

要讀這本。不過你學「唯識」，這本書可以不用讀都可以，不用讀。如果你讀，研究

中國哲學，最好你一下這本經。因為中國人的思想有種「重重無盡」的思想。這樣，

當時，實叉難陀就譯了八十卷《華嚴經》。譯了之後，她說，那我要聽聽它這本經到

底是如何的?當時一譯了之後，有位助手，即翻譯助手，就叫做法藏法師。這個「華

嚴宗」的祖師，法藏法師。法藏法師替《華嚴經》做注釋，很大套的注釋。這個法藏

法師，法藏法師對這本《華嚴經》最有研究的，就於是武則天就請法藏法師入去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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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講《華嚴經》。

講《華嚴經》就請他去一個金鑾大殿。當時叫做金鑾殿，在那裏講經，武則天在

那裏聽，那位法藏法師一講給她聽，即是「華嚴宗」的人，「華嚴宗」﹝認為﹞這本

經不是單純一篇故事來的。是表示我們的心與我們的世界是「重重無盡」的，這樣

說，武則天她很聰明，在政治上她能幹，一說到「重重無盡」就不明白了。譬如你江

漢林這樣，如果我講「重重無盡」。你真的不明白的。那她想為甚麼會，世界怎會

「重重無盡」?世界就﹝是﹞太陽早上出來、晚上落下，就是這樣多的。上面的天就

覆蓋著這個大地，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怎會「重重無盡」?這樣，古時的人是這樣

的，很簡單的，認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然後，那個法藏就說這樣，這個世界是我

們心顯現出來的。我們的心不只一個心的，每個眾生都有個心，互相影響。眾生無

量，這個世界互相影響亦無量，總之，就是「重重無盡」的。那「重重無盡」，《華

嚴經》它就這樣說：那個天帝釋，即是三十三天的天王，天帝釋，即是現在世俗人叫

他做玉皇大帝那個。它說那位帝釋的座位上面，就有一個，就有一個蓋，即是好像羅

傘那樣的。

一個皇帝甚麼、大官那個座位上，有個圓形的蓋，用七寶、珠寶、用金玉的寶

物，「叮叮噹噹」(掛飾)的樣子。那它就有很多珠的，那個玉皇、帝釋上面那個蓋，

就由無數多的珠串成的，就每粒珠，這粒珠的光就映在第二個珠裏，第二粒珠就映在

第三粒珠裏，互相影響，每一粒珠裏面都有無數多粒珠的影。另外一粒珠又會有無數

那麼多珠的影，就是「重重無盡」了。如果你想，「重重無盡」，舊時的人難以明

白，現代的人人可以明白。你去理髮店理髮，你理髮便知道。你坐那裏，前面有一個

鏡，後面一個鏡，是嗎?你數數你幾多個頭，數不盡的，這就是「重重無盡」。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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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古時沒有這樣的鏡，他說到「重重無盡」，說到心怎樣「重重無盡」。武則天怎樣

都不明白，到底為何會「重重無盡」?令到那位法藏法師幾乎沒有法子，那麼他想，

他見到金鑾殿前面有隻金獅子。劉萬然是否說過《金獅子章》?

聽眾：《金獅子章》。

他有說過給你們聽《金獅子章》，有隻金獅子在那處。他靈機一觸，就即刻說，

請陛下叫人拿四面鏡來，四面銅鏡，大的銅鏡。就在金獅子的四面，每面一個銅鏡，

就請陛下去看一看，去數一數，這些金色銅鏡裏的金獅子，數不數得盡的?這又是，

數不盡的，這就知道「重重無盡」，是嗎?是的，這就是「重重無盡」。所以，不

是，即是說你知聽《華嚴經》說這些，佛放每一條光都有甚麼重重，就不是真的說這

樣，好像萬花筒那樣。而是表示那種「重重無盡」的道理的。這樣，這面鏡一拿出

來，於是武則天就豁然大悟，說：我明白了，是的，「重重無盡」了。他說心就一個

而已，但映現出來的事就「重重無盡」。每人的心都是一個，但是它包攝無量眾生的

心。每一個都包攝很多事物，這樣就叫「重重無盡」，他就這樣說。說完之後，他就

回去，就將他早上說給武則天聽的那套經寫成一篇文章，就叫做《金獅子章》，你們

看過。是好文章，《金獅子章》是好文章來的。算中國人寫的哲學文章中，都是第二

流的，不算得第一流。

第二流，第一流是甚麼?《肇論》那是第一流的，有沒有?你讀過《肇論》那些沒

有嗎?肇論那些是第一流，是嗎? 如果偽作的都計算，中國人作的，如果《大乘起信

論》。假使我們承認它中國人作的，就是第一流，《大乘起信論》、《肇論》那些就

第一流。這個《金獅子章》第二流來的。還有「天台宗」那本《始終心要》。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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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來跟《金獅子章》平排。我說不是，《始終心要》值得第一流，好過《金獅子

章》。所以你學「天台宗」的，第一步你就要怎樣?唸熟，唸熟《始終心要》。你想

學「華嚴宗」，就最好唸熟《金獅子章》。它幾百字就將整個「華嚴宗」的東西撮要

了，他對皇帝說過，要很小心的，每套經講偏差些都不敢的。這樣，這本經的第一個

影響，「重重無盡」思想。第二個，為何「唯識宗」當它是根本，它有一句，其中有

位菩薩去見毗盧遮那佛，說的一首讚頌裏面，有一句話，那句你記不記得?甚麼「心

造諸如來」?「唯心造」，甚麼世間，兩個譯本，一個就甚麼的。甚麼「一切唯心

造」，一個就譯做，

聽眾：「 應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羅公： 是的。甚麼，還有兩句的。

聽眾：「應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羅公： 「應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這個舊譯的。

新譯的，不知甚麼，「心造諸如來」，舊譯的都一樣。舊譯，舊譯我記得，新譯

不記得。舊譯的，就「心如工畫師」，「畫」字抑或「造」字，我不記得。夠鐘是

嗎?用不用加鐘。改了，可能有一個半個字錯也不定。我已經老了，記憶力已經差

了。如果過去，二十年前，新譯舊譯我「沙沙聲」(馬上)就寫出來。現在，想不認老

都不行了。「心如工畫師」，它說我們人的心，好像﹝工畫師﹞，這個「工」字又是

甚麼?adverb來的，是嗎?是，無錯，「畫」就寫畫，「工畫」就擅於寫畫。說我們

人的心好像一個擅於寫畫的畫師一樣，他能夠造種種、畫種種「五陰」。不知「造」

字還是「畫」字，「造」字又通、「畫」字又通的。他能夠畫出種種「五陰」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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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陰」就是我們的生命，「色」、「受」、「想」、「行」、「識」， five

skandha。他能夠畫出種種眾生的「五蘊」出來的，這樣即是說能夠創造出。這個心

是指這個，我們眾生的心，造種種生命的個體出來的。

它說一切世界，所有世間，世界上的一切事，「無法而不造」，沒有一樣不是心

造的。那這個是正式「唯心論」的標誌來的，《成唯識論》，不是！這個「唯識宗」

主要根據它這句話，它跟「唯識」的關係就是這句話。與這個第二點有關係的。第三

點，跟大家講的是它的影響力，它這本經就大了。現在那個觀音像，可惜我這裏又沒

有那個在這。普通的觀音像，就左面一個女孩，不是，右面一個女孩，叫做龍女。左

面一個小男孩，叫做善財，是嗎?善財童子，在裏面，《華嚴經》的口訣(最後)一卷

就講到這位善財童子。這位小男孩五十三參次到處找老師，找這個學，學完這個，他

又去找另一個。這個意思即是甚麼?一個青年的，青年有氣魄的佛教徒，應該去尋求

學問。不應該(只跟隨)在一個老師，應逐位老師去找尋，尋師訪道。應該要這樣，把

眼光放開，是這樣譬如這樣的事。這件事就用故事描寫，說有位善財童子逐個逐個，

一聽到哪裏有老師，他就馬上去拜師。所以現在的人參師就甚麼?就是學善財童子

了。五十三參，參師就參五十三個。最後，就去到彌勒那裏，去到彌勒那裏，就去到

彌勒的那個藏書室。不知有多少經書，他就在那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這件這樣

的故事，這件故事就影響中國的民間思想很大。

在外國人畫的觀音像，沒畫那位小男孩。中國人畫觀音像就畫一個左面的一位小

男孩，就是善財童子。右面那個龍女，龍女又是對女子學佛，又是這個榜樣。龍女發

願成佛的，其他的書，小乘的書說女人成不了佛。如果女人想修行成佛，將來要轉為

男身修行。女人已經低一等人，就要修行，修行修到差不多就轉身，就轉做男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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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後就轉做男人就再修行，成佛一定是男子身成佛的，沒有女子身成佛的，小乘人

這樣說的。但是龍女就說，我要用女身成佛的。我發願，我現在修行，將來成佛。我

成佛時，要用女子身成佛的。這句話是甚麼? 當然這個是故事來的。即是給予男女應

該平等，男人可以成佛，女人一樣成佛。即是你看看龍女，她發願，舊時又要男人才

可以成佛。由龍女起，她發願：「女身成佛」，你們女子不需要怯。你們男子不要認

為一定要男子才可以。一種這樣的思想，「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最重要。那麼第三件

影響的，其餘故事一樣的。這些裏面幾多個譯本等等那些，你自己看就可以了，是

嗎?第四本是《密嚴經》，你看不看都沒關係，用來做依據而已。有了《解深密

經》，《密嚴經》要不要都不重要了。「境」、「行」、「果」都有說，但它又不及

《解深密經》那樣周備，對「境」特別多些。第四本，這本重要些，即是除了《解深

密經》之外。第一本《解深密經》，第二本《楞伽經》，第三本，第三本未到它。第

四本就到它，《菩薩藏經》，這個大乘的大義說得很齊備，《菩薩藏經》，這個第四

本，重要的。第三本就﹝是﹞《佛地經》，好簡單的，因為你想知道成佛之後的情況

如何，是依據這本經。

大乘的人，第三重要的是它。第四的就《菩薩藏經》。其他第五本然後就《密嚴

經》和《勝鬘經》，第五以後我不分級了，《密嚴經》和《勝鬘經》。《勝鬘經》說

因為中國講佛學，有一派叫做甚麼?「如來藏」，說「如來藏」，如來說「如來藏」

就依據這本經這一派，《勝鬘經》。其餘，下面那些，看不看無要緊了。《無上依

經》這本看不看不要緊，可有可無。講「有」宗，你就要看這本經了。說了之後，我

們了解，如果你想學「唯識宗」，你就應該最捷徑，你拿著我這個經典，那些所謂

text，t-e-x-t，text就是這些了。而「空宗」的?我已經介紹了。「經」就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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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除了「經」之外，就要看「論」。「論」，「論」多數這些哲學的著作，

「論」就稍後介紹那些「論」。你看看我這裏，我要﹝將﹞這裏，我要讀一讀，說給

你聽。講完「空」、「有」兩輪的經典，就次說「空」、「有」兩宗。有了「空」、

「有」兩輪，就有兩種，有兩個宗派產生。由「空輪」的經典產生「空宗」，而

「有」輪的經典產生大乘的「有宗」。

「宗」是宗派，你看看，當時龍猛亦即是叫做龍樹。他的徒弟叫做提婆，現在的

所 謂 甚 麼 ， 英 文 叫 Deva ， Mah  Devaā 就 是 這 個 了 。 龍 猛 ， 就

N g rjunaā ā ，N g rjunaā ā ，N gaā 就是龍，arjuna就是猛。這個就是在大乘地位很

高，最高地位是他，大乘佛學最高地位的人。龍猛，他的弟子就是提婆，他們兩個

人，是依據《大般若品經》，作了一本論。論做叫《智度論》，「智」即是「般

若」，「度」就是「波羅蜜多」，《摩訶般若波羅密多論》即是，普通稱它做《大智

度論》。《大智度論》解釋甚麼?解釋 Large Sūtra的，解釋「大品般若」的，即是

主要解釋它前半部的。就龍樹解釋《大品般若經》這套書。如果你學「空宗」，《大

智度論》一定要看的，大智度論﹝有﹞多少﹝卷﹞書?一百卷，一百卷書，比較簡單

的叫做《中觀論》，即是所謂《中論》。

《中觀論》，就很扼要的，把「般若」的重、要點，將它來發揮，就﹝是﹞《中

觀論》。學大乘「空宗」的，《中觀論》亦要讀。《百論》，《百論》是一種體裁，

叫做《百論》。《百論》，《百論》就是甚麼?是提婆造的，專門破外道的，尤其是

破神的是最重要。裏面有品就叫做〈破神品〉，整本《百論》最重要的是這品。佛，

你知道，大家佛教不信一個創造世界的神的，所以他要破神。破神，如果你是基督

教、天主教的人，研究神學的，應該要讀讀他這本書。你整天想罵佛教的，就應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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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這本書。你先破它，你一味罵他就燒衣紙、他點元寶蠟燭，這就是抓癢。佛教，元

寶蠟燭與佛教根本沒有甚麼大關係，你罵那些，你沒用的。

這些就佛教的心臟，《百論》這些，你要打就打這些就是了，是嗎?你不打，是

嗎?所以那些說研究神學的又說甚麼那樣，或者說甚麼看佛經，你罵其他都沒用，罵

《地藏經》、罵《阿彌陀經》，你罵這些來做甚麼?你要罵那些甚麼，罵《大般若

經》，罵又要罵。罵論，就罵《百論》，《百論》裏面最對外道的攻擊最厲害就是

〈破神品〉。那〈破神品〉就是怎樣的?大致這樣的，它說神，是否有的?假使你說神

是無的，不用說了。如果你說神是有的，就有很大的過失的。不通的這樣，為何? 如

果你說有神，是兩個過失，你一定犯一個過失，有一個過失你都不通，如果你說都

通，就強詞奪理的而已。現在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是強詞奪理，對於這點，他不給你

說。他不給你說就是不對的。

第一叫做「無窮過」，第一而已，他破不破到一個神而已。破說有上帝，會是有

手有腳，就會做事的，它才破。你說上帝是無形無相，它不破你的，這個就是「真

如」的。他如果說，你第一個過失是「無窮過」，他說我們做人不能不信經驗。如果

一個人，你連經驗都不信的，你這個人就根本沒有頭腦。我們甚麼，很多事都是由經

驗歸納來的，尤其是科學都是由我們經驗裏面歸納出來的。所以我們經驗不能不信。

好了，那就在我們經驗上來談談有沒有神。他說現在神是有、是沒有，是未解決的，

我們要在神這個概念之外找經驗，而去證明這個神是有無，這樣才通的。你如果你先

將神說是有的，就是找來打架的，是嗎?靠惡，姑且將神的有沒有放開先。

現在我們在經驗上說和看，現在它說我問，如果神是有的，我現在發生問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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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上，所以你說神是創造世界、創造人類的。那我們是人，在人類的經驗裏，凡是

會，譬如有樣東西叫做 A，A會創造 B出來的話，這個 A一定另外有一樣東西創造

它。譬如這個媽媽會生孩子，創造她的孩子，這個媽媽一定另有個媽媽生的。人會，

假使是那些猿猴變的，猿猴一定另外有種東西變猿猴。凡是會造另一樣東西的一定會

另外有人造它，它說我們的經驗是這樣。我們蓋房屋，我們會﹝有﹞一個很才幹的工

程師會創造房屋，所以有間好美的大廈。亦有人創造這位工程師，沒有﹝可能﹞說只

會他創造，創造人，就沒有人創造他，沒有的。好了，如果你，現在就問。你所謂上

帝是否真的有?如果沒有的，那就不用說了，你都說祂沒有的。如果你說祂有的，好

了，現在我問你，祂是誰造的。你說祂會創造世界的，但我們在經驗上，凡是會創造

其他東西的人，一定有被人創造的。那麼上帝會創造人類，上帝誰人創造呀?但是，

現在那些基督教徒說上帝是神，怎會可以這樣說?是不是這樣說?一定是這樣說，他說

這個不合邏輯。你說上帝，我就未 曾承認有個叫做神的。

我先承認有位叫神的，然你才說上帝是神或不是神；我都不知道神是幾錢斤的?

你就說上帝是神，你根本就不合邏輯。﹝若你說神﹞不需要說，神又不需要說邏輯，

不說邏輯，那就拜託請你不要說。說話可以不合邏輯都可以?你無資格跟我說，那所

以如果你說神是會創造世界，那神一定另外有位更高級的神造祂，是嗎?那個更高級

的神，這個神有個 high神的，是嗎?high god。這位 high god又會造的，high

god會造 god，這個 high god理應都有位更 high high god造祂出來的。祂一路疊

上去無窮的，是嗎?犯「無窮過」，在邏輯上，除非你不相信邏輯，你相信邏輯，哎

呀，她叫甚麼? 她叫甚麼?在叫甚麼。以後就不敢了，小朋友就這樣。他一是，如果

你說是神另外有位神造，另外更高的神創造，就變了這些神是無窮的多，如果「無窮

27



過」，那麼他所謂的神都是只是低級的。你還有很多個高級過你的，我們何必對那個

低級的東西去崇拜，一樣。

如果你說神不需要創造的，他說你不合邏輯，這個叫甚麼過?「不平等過」，為

何那艘火船要有位工程師來創造，你說神就不用，不用，你創造人類你又不用，如此

不平等的?為何你是一個，你是一個 creature(生物)，是一個存在的東西，我又是存

在的東西，為何我要你造，你又不用造?這樣我要先打倒你才行！不平等嘛！那即是

要征討這個神才可以，是嗎?不平等的，這就是「不平等過」。這樣，除非你不說有

神，一說有神，不是犯「無窮過」，就犯「不平等過」。兩個大洞，隨便墮一個，中

國人就很少有這種思想，是嗎?你即是說印度，它是整整二千年前的，不是，千幾年

前，千幾年前已經有種這樣的說法。我現在介紹你，如果你是佛教徒，勸你不好去跟

那些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爭論這些問題，因為何解?凡是爭論都沒有用的，是嗎?無用

的。結果是打架，打完這場架，沒有結果的，是嗎?你知道我們這個世間人的行為，

主要推動行為的就是感情。

不是全理智的，如果﹝是﹞理智，實在是沒有的，是嗎?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佛

教徒必然是如此，他認為這樣的神你都相信，你就是傻瓜來的。但你切不可，我講給

你聽，別人說甚麼去崇拜，﹝你就說﹞：好好！因為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勸人為善，勸

人為善嗎?你看看，些信上帝信天主的，都是很多文明國家。那些不信的，你看現在

中東還在打，打到死。好的，他傻他的事，你明白嗎?用理智來跟人吵架是最沒用

的，即別人的信仰，是嗎?別人自殺有別人自殺的自由，別人戀愛有別人戀愛的自

由。你管別人喜歡那個豆皮婆(麻臉)，你偏偏要人家去找楊貴妃，這樣，他沒有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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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皮婆的理由嗎?你一定要人家找楊貴妃嗎?是嗎?所以，不好，座上很多佛教徒，我

勸你們不要跟別人爭甚麼教，爭是沒用的。不爭就大家就(都)尊重。我對著那些兒子

都沒辦法的，我對我的兒子、媳婦，一些辦法都沒有。他現在那些人迷了。一瞬，但

他好……

-完-

附錄:

《大般若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Mah prajñ p ramit  S traā ā ā ā ū ）

《般若理趣經》（ Prajñ p ramit -naya- atapañc atikā ā ā ṡ āṡ ā）

《金剛經》（ vájra-cchedik -prajñ -p ramit -s traā ā ā ā ū ）

《小品般若》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Prajñ p ramit  H daya s traā ā ā ṛ ū ）

《解深密經》（Sa dhinirmocana S traṃ ū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Lank vat ra-s traā ā ū ）

《華嚴經》、《大方廣佛華嚴經》（ mah -vaipulya-buddh vata saka-s traā ā ṃ ū ）

《密嚴經》、《大乘密嚴经》(Mah y na ghana-vy ha-s tra)ā ā ū ū

《勝鬘經》、《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r m l dev  Si han da S traŚ ī ā ā ī ṃ ā ū ）

《大品般若經》（Pañcavi atis hasrik  Prajñ p ramitṃś ā ā ā ā ā）

《大智度論》（Mah prajñ p ramit straā ā ā āśā ）

《中論》（ M lamadhyamakak rikū ā ā）

《百論》《Sata- straśā 》

《阿彌陀經》（Sukh vat -vy haā ī ū ）

《地藏經》（K itigarbha-bodhisattva-p rva-pra idh na S traṣ ū ṇ ā ū ）

毗盧遮那佛（Vairocana，又作Mah -vairocanaā ）

菩提達摩（ Bodhidharma，？－535年）

菩提流支（Bodhiru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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