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harma，dharma 就是法，是不是？conditioned-dharma 就是有為法，即

是諸行，即是現象界。我先講現象界，唯識宗講現象界是如何解釋呢？分作五點來到

講。(丙一)諸行之共相。「共相」者即是一種共通的性質，common quality；所有

現象界共通的性質。然後第二(丙二)、八個識之種類。第三(丙三)、在八個識之中特

別講阿賴耶識。(丙四)、在八個識之中特別講第七末那識。然後是(丙五)、在八個識

之中結合前面的六個識一起講。現在是(丙一)，是講諸行之共相。分開兩點，即是有

為法之共通性，凡是有為法都有這兩種性質的。諸行分兩點，一點是無常，即是時常

變化的，變化不停的。第二是無我，並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主人翁的，任何一件東西

都是各種條件砌合而成的， 沒有一個永恆不變而可以獨立的東西，謂之無我。

無我不是沒有你、沒有我，不是這個意思；沒有一個永恆不變而可以獨立的東

西。沒有的。現在我們先解釋無常，「諸行是一切有為法之總稱」，「行者 (『行』

字讀作『幸』音，因為是一個名詞)，遷流義(的意思，即是會變遷流動的)，(不固定

的意思)不固定義；有為法纔生即滅，不稍息住(息住即是停留，不停留的)，念念之間

(念念即是每一個剎那，每一個剎那；每一個極短的時間之間，都是)前滅後生(前一種

情況滅，跟著第二種新的情況就產生的，此謂之生滅。前一種舊狀態滅，跟著新的狀

態出現，此謂之生滅，不是等於滅無的滅，前滅後生 )， 遷移流動；故(所以)說為

行。」「行」字我們懂得解了，是不是？第二、「一切行，不論其為有漏性或無漏

性，皆有兩種共相：一是無常(相)，二是無我(相，兩種)。」有漏是什麼？有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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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染污性的，謂之有漏。英文是 outflow ；「漏」， outflow ；「有漏」即

outflow 的 。 out ， get out 的 out 、 flow ， outflow ， 有 漏 。 無 漏 便 是 non-

outflow，是不是？

「云何一切行皆無常？」改為白話即是為什麼一切行都是無常呢？「『常』字有

兩義(在佛經裏面有兩個意義)：一、相續義(常，連續不斷謂之常)，二、(第二個意義

是)不變義(常，一點都不變化的)。」如此，你看看。「雖有生滅變化，而連續不斷者

(就)是相續常。若無生滅變化者，(沒有生滅，沒有變化的；這一種常便)是不變常。

諸行無常是無不變常，非無相續常也(不是不連續，沒有一個不變的常而已，謂之無

常)。(舉例，例)如今日之某甲異於昨日之某甲(譬如今日之陳玄初和昨日之陳玄初是

不同的了，是不是？)；細析之…」，一路如微積分 dy/dx 地一路 d 下去，你便會如

何？ 「後剎那之某甲」，和前一剎那之某甲，一定是不同的，是不是？一路分析下

去必定如此。他「亦必定異於前剎那之某甲；而所謂某甲者，決非永恆不變之物，祇

是一串不固定的連續。」是不是？

譬如一個陳玄初那樣，沒有一個不變的陳玄初，即是沒有一個真正的陳玄初，只

是一串東西， 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一生一滅地連續下去。每一剎那都有一個新的

狀態，每一個剎那的舊狀態都消失了，此謂之無我。「某甲如是(此)，某乙、某丙，

乃至一切行」，即一切現象，都是什麼？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此事實，人人皆可

體驗(體驗者即是直接了解)得之。(這種道理)是為一切行無常。」這一切有為法都是

不斷變化的。下面我假設一個問答。「問：一切行既無常，(如此)則宇宙萬象(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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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人生(宇宙萬象是指這個 universe，我們的人生即是我們的 life)云何而不斷

滅？」豈不是一點價值也沒有？必定斷滅的，如果這樣豈不是很心淡，是不是？

「答：一切行雖無常(一切行雖然是無常)，以因果轉變故(前的因引起後果，後果又是

因又引起後果，如此連續下去。因果轉，每一個連續便每一個轉變)，(變了)萬象及人

生得(以)連續存在；雖連續存在而無一瞬(一瞬即是一剎那)不變也。」如此便解答了

一個。我們雖然是無常，我們不用灰心。

「問：涅槃之體，不生不滅；修行人入涅槃後，便出離生死，則其人所有諸行，

豈不皆滅耶？」這個問題，涅槃即是什麼？佛家相信每一個人，每一個眾生都是生死

輪迴的，今世死了他又會有第二世的，第二世死了又會有第三世，生死輪迴。生死輪

迴是一件苦事來的，即是不美滿的事情來的。因為生死輪迴不美滿，所以我們要求什

麼？我們要求體驗那種無生無死的，永恆的，入了一種光明恬靜而無生死的狀態。最

好的了。我們不論哲學、宗教都是希望永恆，你學基督教都是希望一個永恆的狀態。

講到此處，你們讀國文讀過這一句，蘇東坡有一篇〈赤壁賦〉，是不是？〈赤壁賦〉

裏面怎講呢？他和一班老朋友，不過其中有一個是和尚，三個人遊赤壁，其中一個是

佛印和尚，他，還有另一個。

那個是會吹簫的，和那個客人，大家坐著一條艇，在赤壁遊。那客人吹簫，吹得

「嗚嗚」聲很悲哀。於是蘇東坡便問他：「為何你吹簫吹得如此悲哀呢？」客人說：

「你看看，從此方望是漢口，從那方望過去是武昌。」赤壁是在當地嘛。他說：「那

方一片山川，這片山川我們回憶，從前這地方是周瑜戰曹操，放火燒掉曹操八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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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就在此處燒毀他八十萬兵。我們回憶是否這個地方呢？」「就是這個。」他說：

「還有，我們回憶一下當時的情形。那曹操帶著數十萬兵南下，在那條兵船上，他自

己拿著一枝長矛舞動，一邊舞一邊唱詩。曹操的詩很好，一邊舞一邊唱，以前的詩是

可以唱的。他也是挺活潑的，拿著長矛在舞動，一邊舞一邊唱，當時他豪氣到極。」

他說：「當時豪氣，如今安在？」如今那裏還有曹操呢？他說：「世界就是如此無

常，這件是我們人生的苦事。我們很想如此，有一個神仙拉著我們，隨虛空到處飛。

如此真的好了，但此句是假話，誰人能得到呢？所以我們又想月亮是最美麗的，我們

最想永恆地抱著明月，在此永恆下去。我們希望如此，但是從無人做過。」即是人歡

喜永恆，人們信宗教，不外是希望什麼？ 嫌我們生命的短暫，希望得到一種永恆的

世界而已，但我們事實上求不到。如此那種永恆…。

我們說回此處，那種稱作涅槃，是不是？生死輪迴都 stop 了，沒有了生死輪

迴， 在 一 個 永 恆 的世界 裏 面 ， 永 恆 的 狀 態 裏 面 。 那 種 永 恆 的 狀 態 稱 為

nirv aāṇ ，nirv aāṇ 譯作涅槃，音譯作涅槃。又譯作什麼？滅，stopping。「滅」並

不是毀滅的意思，是生死輪迴的 stopping。它這種滅…。「滅」不是滅，從生死輪

迴來講，「滅」只是滅了生死輪迴，滅了生死輪迴的狀態而已。那種沒有生死輪迴的

狀態並沒有滅，是不是？那種狀態反為是不變化的，永恆的。何謂永恆？有人說：

「我永恆。」何謂永恆？你要解答的，何謂永恆？他的答案就是，不會再生的謂之永

恆。凡有生一定有滅嘛。不生，亦不滅，此便謂之永恆。不生不滅便是永恆。何謂

變？不永恆。不永恆謂之變。何謂變？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便謂之變。是不是？不生

不滅(即涅槃)。體就是本質，涅槃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修行人入涅槃後，便出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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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則(則即是那麼)其人所有諸行(他所有的有為法)，豈不(全部消)滅耶？」得一個

zero，是不是？如果是這樣便快點停止學佛了，是不是？

即是等於毀滅，是不是？涅槃不就是等於毀滅？曾經有一個基督教徒和我說，他

跑來聽我講課，在聽課的中間她說：「佛家最差便是這東西，涅槃就是毀滅。」我

說：「你為何如此喧嘩？」在廣州。佐敦道有一個「耶穌婆」(信耶穌的女士)，很虔

誠的基督教徒。那些女士人們稱她為「耶穌婆」，很虔誠的。她說：「就是毀滅，求

涅槃就是毀滅。」我說：「你現在來聽我講課，是不是？你回到你的教堂才講嘛，你

在我這裏喧嘩。是毀滅那用你來講，你現在來聽我講嘛。我請你現在離開，你回到你

的教堂說：『我聽到涅槃原來就是毀滅。」你回去講吧，你那用在我這裏講，在我這

裏我會講給大家聽嘛。」講過之後，她還在吵。結果被人推著她說：「走吧，走

吧。」送了她出去。「答：此須分兩方面說(此即是這一點，關於這一點，我們要分

兩方面來講)。(第)一、從小乘人言之(之立場，從小乘人之立場而言)。涅槃即四諦中

之滅諦(即是 stopping，四諦中之滅諦)。滅諦者(這個滅諦)，苦因(做成我們苦的人

生，做成我們苦的世界之因，即是煩惱和業都)滅，(因為苦的因一滅，)苦果(即是生

死)亦(跟著)滅；(苦因滅，苦果滅)苦因、苦果皆是有漏法。

有漏亦名雜染，非清淨故，非純善故(有漏二字後來我再講，苦因、苦果都是有

漏法)；是則(這樣)所滅者唯(只有那些)有漏法(，是不是？並沒有滅無漏法)。小乘雖

未說入涅槃後(那種)無漏功德…」為何說是功德？無漏的有為法。有為法之中，有些

是有漏的，有些是無漏的。無為法就一定是無漏的。有為法之中，有有漏的，有無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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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時無漏的有為法，普通謂之無漏功德， 因為它是有功效的，是有所得的，所

以謂之無漏功德。我們要滅的就是要滅那些有漏的有為法。「…無漏功德仍然繼續，

但並未說證涅槃後無漏諸行，即無漏(功德。那些無漏)有為法。無漏功德亦是無漏有

為。(並沒有說無漏功德)亦不存在。(而)且涅槃(既然)可證(證即是體驗，可以把捉，

可以體驗的)；既可證，便非無(『無』的東西如何可以證，是不是？便非無)，如色、

聲、香、味等可證知者皆非無故。故(此)就小乘教理觀察，不應斷言(我們不應該貿貿

然便說什麼？)證涅槃後無漏諸行亦滅(無)。」「滅」，應該只是滅了那個有漏諸行而

已，這是在小乘人來說。所以我們不用怕是會毀滅的。」(第)二、(在大乘人來說)大

乘言涅槃，義別有四：」涅槃有四種，即是涅槃只有一個， 只是一種狀態，生死輪

迴的那一種滅了，這個狀態謂之涅槃；但從四個不同的角度來看，便看出四個涅槃

了。

「義別有四：即(是什麼？第一個名)自性涅槃、(第二個名)有餘依涅槃、(第三個

名)無餘依涅槃、(第四個名)無住處涅槃。自性涅槃…」現在先解自性，自性即是本

來。本來有的涅槃，本來有的涅槃即是什麼？這個是真如，真如體。人人都本來有一

個真如體的，而且這個真如體是公共的。那些基督教徒便說這個是佛教的上帝。這個

是實在，reality 的意思。第一個自性涅槃。「…諸法自然具有(諸法即是事事物物，

所有的事事物物；都自然，自然即是本然；自然具有)之真實體性，即是真如。(這個

自性涅槃)本自寂靜不假他求(不用我們去修行的，本來就是寂靜的)，凡(夫)、聖(人)

所同具也(都具有的)。」他入了地獄都有這個涅槃，螻蟻、老鼠、狐狸、蟑螂都有這

個涅槃的。第一種，人人都有的。第二種涅槃，即是從第二個角度來看，是有餘依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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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依」就是指我們精神所住的身體；「依」即是住的意思，我們精神所住的這個

身體。一個人修養修到他證到涅槃，但身體仍未死，即是說他還有一個殘餘的身體。

「餘依」，「餘」即殘餘；「依」就是那個身體。他已經證到涅槃，他如果將來死後

不再生死輪迴，進入了一種永恆的狀態。

如此那種…，他雖然身體未死，還有一個殘餘的、所依的身體，但他已經證得涅

槃。那個時候來看，那個涅槃名為有餘依的涅槃。明白嗎？「有餘依涅槃者，苦因已

盡，而由過去業因所感(牽引得來的謂之感)之殘餘所依身(體，這個是苦果了)猶在(未

死)故。」即是這種人已經證得阿羅漢果，能夠入涅槃的，一入定他可以入涅槃的。

但他的身體未死，他還有一個殘餘身體。這種人便會很麻木的了，如果真的按常理是

沒有感情的，是不是？第三種是無餘依涅槃。他證得涅槃、身體亦死。身體死了、壞

了之後，他死的時候，心臟剛停，他就沒有了苦果，他亦不作苦的因了，亦不再起煩

惱了。那個時候，那種本然的永恆狀態顯露了。他就是世界，他就是真如，真如便是

他。「無餘依涅槃者，有漏苦果(這個即是)所依(的)身(體)滅，由煩惱與有漏業(都)盡

故， 當來(即未來，未來的)苦果亦不(會)生；(既然如此)有漏(身體的)生死從此出離也

(不會再投胎了)。此時(這個時候)，本有之自性涅槃全體顯現；…」

好了，這便稱為無餘涅槃，是不是？但是有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永遠住於無餘涅

槃，有何興趣啊，是不是？我就認為沒有什麼興趣，不如出離，多做一點好事還較

好，你覺得是不是？所以譚嗣同有極樂世界他也不去，他要什麼？「有心救世，無意

生西」，所以你們這班人整天想念阿彌陀佛「快快趣趣」(儘快)去極樂世界，你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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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心，將來我們回來欲界做人。回來欲界是什麼？回來欲界娶妻生子，好好教育兒

子，是不是？多賺點錢，何解？有錢才能做好事嘛，你窮人還要問人家討吃的，有那

些好事？錢，越多賺越妙，是不是？做事。世界的人不聽話，你現將軍身打仗，殺他

們，那有痛苦的。如埃塞俄比亞那些人，沒有吃的，你自己走去。不要把自己關在寺

門裏面，是不是？走出去做好事，那些才是菩薩。就如天主教的德蘭修女，那些才是

菩薩。天天拿著鐘「叮叮叮」，「阿彌陀佛，自皈依佛，當願眾生…」，只得口講，

這種是低級到極的。是不是？所以很多佛教徒聽到我這些說話，就如洪水猛獸。道理

是如此嘛，是不是？如果你是國會議員，你應該要提議，應該要把這種人來到改造才

行，是不是？只是一味著重涅槃體，是沒有多大興趣的，一定要起用才行。而且有體

必有用，世界上的東西，有本質必定有屬性，有勝用的。

體是不生不滅，所謂不生不滅是指它的本質；用應該是生生滅滅的了。「惟有漏

之用已滅(只是那個有漏之用滅了)，而無漏之用反(為)流行不息」，應該是如此。危

險…。記住，大乘和小乘的不同就是小乘的人「抱明月而長終」，抱著真如便以後永

恆了。大乘則不然，對此沒有什麼興趣，我要入世。有體有用，這個用是什麼？有漏

的用不要，無漏的用讓它流行不息。即是宋明理學家所謂什麼？「天理流行，人欲淨

盡」，人欲我們可以不要，有漏的；但天理我們要令它流行，這樣就是…。「然有體

必有用，體(就是)不生不滅，用則猶(仍然)是生生滅滅；惟(只不過是)有漏之用已(經)

滅，而無漏之用反(為)流行不息；(如此的時候又如何？)全體大用無所欠缺。」整個

實在的 reality顯現，全體顯現，大用流行，一點也無所欠缺，那時你要做什麼？你

做上帝你便是上帝，不只做人間的皇帝，你要做上帝才可以。佛教和天主教、基督教

不同便是這樣，基督教和天主教永遠上帝便是上帝、天主便是天主。我們不可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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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認為不是，我要做你的那一份。你做，我不壓低你，但我亦要做。他要這樣。「故

(此)有餘依、無餘依二(這兩種)涅槃，皆(都是)就體邊言(體方面來講)」， 其實在用方

面，應該要大用流行，如此一來大乘和小乘便沒有什麼分別了，小乘也得有用嘛。不

過其用大小不同，是不是？那些人的慈悲心重的，我們便說他的用大一點。慈悲心微

薄一點的，用則小一點。是這樣而已，只有相對的大小，而沒有絕對的大小乘。現在

學大乘的人，動不動便說別人小乘，這個是不對的。尤其是那些滿口大乘，實在他就

不是做大乘，這種人更是不對。

就看這一頁，「非謂無大用也(不是沒有那種大的功德，非不起 )。」無住涅槃

…，講到無住涅槃了，無住涅槃是第四種。「無住涅槃者，雙就全體大用兩方面言

(無住就在用來說，涅槃就在體來說)。無住者，生死、涅槃兩俱不住。」既不住於生

死，因為你有大的智慧，你不被生死束縛著你，不住生死。但你有大的慈悲心，你要

入世，不住於涅槃，不被涅槃困著你，你要入世。生死又不住，涅槃又不住，此謂之

無住，兩俱不住。不住生死就體來講，是不是？不住生死，證了體不住生死。「諸佛

所證涅槃，體即真如，不生不滅，其相寂然故；有漏生死永息滅故。」此謂之不住生

死。不住涅槃呢？「不住涅槃顯其用(指出它的用)；由(於)涅槃體所顯現(出來)之用

(就稱作什麼？所有有漏的東西全部撇除，剩下清淨的用就)即大菩提」，又稱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大菩提是什麼？在唯識來說，裏面的內容就是四種智慧，四智。如果

在空宗來說，大菩提是什麼？佛的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智。這個便是大用。如此

就「資用無邊(資者益也，它的益處無邊，它的作用無窮無盡)， 妙業無盡，廣利群生

故；雖復生滅不已，然無一切障縛(礙)」。「障」是煩惱障和所知障。障縛，「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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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相縛及麤重縛，這兩個名詞以後慢慢再解釋。「不同有漏的生死故。故就大乘教

理觀察，無漏諸行，永無盡期。諸有(即所有的人)視涅槃為灰身滅智，淨行都無者(以

為那些清淨的有為法都沒有)，謬也(荒謬的)。」所有學唯識的人，都是用這種口氣

的。不過學唯識的人，動不動都批評別人「你謬也」，你荒謬。就是這一點。這便是

無常，第一點。無常明白不？佛家的精粹最重要的，第一點就是無常，諸行無常。

第二點是無我，第二種共通處是無我，我們就來解釋它。「何故說(云何)一切行

皆無我？(云何即是為什麼？為何，為什麼一切行，一切有為法都無我呢？)言『我』

者(先解釋『我』字)：《識論》云：『我謂主宰。』(主就是主人翁，宰就是什麼？有

一種宰割力的。主就是指體，宰就是指用。)主宰意即一個有自在力的自體(自體即是

self)。印度古代除(了)佛法及順世派(一派講唯物論的，除了這兩派之)外，大體上皆

執有(一個)我(的)。其所執之我，通塗(通塗即是一般，文言文通塗、通塗，即是現在

的什麼？一般，commonly，一般。一般來講『我』字)具有兩(個意)義，即(第一個

意義是)『一』(即整個的、不可分割的、獨立的)與(第二個)『常』(永恆的、不變

的)。『一』是獨立自存之義(獨立，不用靠人的，自己可以存在的謂之一)，『常』是

固存不變之義(固存即是很堅固地存在，不會變的)。換言之，所謂我者，乃一(個)獨

立固存之實的自己(自體即是自己，即)真實的自我(謂之我)。佛家則謂諸行各各待眾

緣而生起，(緣即是條件，每一個行，每一個現象都是憑藉各種它自己的條件而生起

的， 生起之後便)依(靠)眾緣(緣即是條件，依靠著緣，條件來維持它，而令到它存在

的)；所依的眾緣(它所依靠的條件，當條件轉變的時候，也能夠依…。那個能依的諸

行亦跟著它變化，變異即是變化。所以所依的眾緣如果)壞滅時，能依的諸行亦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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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滅…。」

譬如一個人，如一個江漢霖那樣，他並有一個永恆的、不變的江漢霖。他是什麼

呢？是憑藉種種條件而有的。他憑藉什麼？他祖宗的遺傳之因素、他父親的精子、母

親的卵子，於是有了胚胎。只是父精母卵，可以嗎？不可以。還要什麼？他母親吸收

了很多營養，傳了給他。當他出生時，就要有什麼？醫藥衛生，都是條件來的，支持

著他。如果少了一樣東西便會死去，已經沒有了。是靠著這麼條件來維持著他，維持

到了三十歲仍未死，不外是什麼？條件。當條件好的時候，他肥肥白白，是不是？條

件壞的時候，皮黃骨瘦，是不是？當有了一種相反條件的時候，或是感染了什麼流行

性感冒之類，他整個便會瘦了。即是沒有他自己的，全部都是條件砌成的。此所以謂

之無我，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獨立的我。同一道理，他亦無，他亦無，此謂之無

我。不只人是無我，一切事物都無我。我這個老羅都已經是無我，何況老羅有的那隻

茶杯有我？它更加無我嘛。此即會活動的東西亦無我，那些死物亦是無我。一直推到

整個地球都無我，整個太陽系都無我，整個物質世界都無我。明白嗎？

「一切都為眾緣所決定。(以即是因為)以待眾緣故，(因為那些有為法都要等待各

種條件來決定它的，便)無獨立自存之義(沒有這種意味。既然無獨立自存，你如何能

說它是『一』？故『非一』，是不是？一切事物都『非一』)」「以緣變則變，緣壞

則壞故(條件變他就跟著變，條件一散你便沒有了，不存在了，而)且(都是)剎那生滅

故(剎那剎那生滅的，所以)無(一個)固存不變之義(意味。既然無固存不變之意味)，不

可說常(所以便說無常)。既非一、又非常，便不可言有實自體(一個實的東西)。(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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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謂之我，)因其無實自體，故說之為空(所以佛家謂之空，我是空。既然是空，那

裏有我呢？空即是無，是不是？)空故無我。」第二點，共通性。一切現象的共通性

是無我。看看此處，我現在假設一個問答。「問：一切行既(然)無我，何故一一色(色

即是物質，form)、心(spirit，精神，精神現象。色、心的)諸行(即是精神現象和物質

現象皆)森然羅列(排滿了，你卻說無我？那麼多東西，是不是？)而非空無？(為何不

說它空無呢？又有呢？)」他的答是，「一切行雖(然是)無我，但以依(靠)眾緣故(當有

了條件，它便會生起。當它生起，眾緣如果不散失，它便存在了)；雖生起存在，而

無一刻(無一剎那它不變化的)。」這個明白了，聽得明白嗎？現在再有一個問題，這

個問題很多人並不留意的。

同學：「…」

教授：「肯定他身子不好，不打緊，沒有事的。不要管他，沒有事的，肯定沒有事

的，讓潘雪芬處理便可以。」

「問：諸經論皆言一切法無我」，經論說一切法都無我，現在為何說什麼？一切

行無我，一切法是包涵本體的，把 reality 也包括在內的。現在我只說 phenomena

無我而已，然則 reality 是有我，是不是呢？現在要解答這個問題了。「今祇言一切

行無我，豈(豈即是難道，難道)諸行之實體，(即是)所謂真如者(這個真如)是有我耶？

(是不是呢？)」要解答這個問題，「答：真如非思慮名言的意識所能把捉；(思慮即是

會思想的；名言即是概念。並不是有思慮、有概念的意識所能夠接觸到的。所以這個

真如，這個 reality，你)說之為我(你稱之為我也可)，乃至說為真如…」或許你說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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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也可，甚至你基督教徒說之為上帝也可，都是什麼？都是概念而已。你稱之為什

麼都可以，你稱之為閻羅王亦無不可，稱為玉皇大帝亦可，稱之為天主亦可，稱之為

上帝亦可。稱呼他的時候，就是名言，就是概念來的，跌了入名言之內。

「故不可擬為我與非我」，所以那個宇宙之本體，你說它我又是概念，你說它非

我又是概念。即是說你認為它有我或無我都不對。你說它存在都是概念，你說它不存

在都是概念。你說它無又不可以，是不是？「故不可擬(擬者我們硬說它是)為我與非

我。又實體不離大用(這個宇宙本體，這個 reality 是不能夠離開 phenomena 的，不

能夠離開大用的)；就體而言，本性(它的本質)寂靜(沒有紛擾的)，廓然無對(猶如虛

空，無邊無際，都沒有東西障礙的，廓然無對)， 不可言不空(你說它不空嗎？它廓

然，沒有東西的，所以不能說它是空)；就用而言，萬象昭著(什麼都有，這個世界什

麼東西沒有呢？殺人放火亦有，是不是？玉皇大帝的寶座也有。就用而言，什麼東西

都有，萬象昭著。前因引起後果，是不是？就用而言，)不可言空(你說它空又不行)。

這即是說，這個世界，就體而言，你不能說它不空，是不是？ 就用而言，你不能說

它空。所以這個世界嚴格一點來說是非空非不空，是不是？「既不可言空(你不能說

它空)與不空(又不能說它不空)，怎可說有一(說它是一)常…」

說它是常呢？說它空亦不對，說它不空亦不對，你說它一亦是不對，你說它常同

是不對，是不是？「若(果)有一常的我，便是不空」，有一個一的我，有一個常的

我，不空了。但你不能說它空，不能說它不空，所以不能說它有我。即是真如的無

我，不是說真的沒有一個我，其實那個是大我。不過這個是什麼？我們不能說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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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你說它是我，便有了一個非我相對了。真如是絕對的。「又我與非我，相對

為言；真如無時不在(任何時都有它的，它全部都包括了)，無處不在(什麼都在它裏面

的)，無『非我』與之相對(立)，故不言有我(所以不能說它有我)。由上義故(由於上面

所講的道理)，於真如亦說無我(我們亦不能說它有我)。」真如的無我是不可以說它有

我；如果是有為法的無我，它本身裏面並沒有一個我。明白嗎？如此，諸行共通的這

兩點，不只是在唯識宗最重要，在整個佛教都是最重要，三法印嘛。佛教的三法印，

一就是諸行無常…。佛教的三法印，一就是諸行無常，第二個是諸法無我，第三個

呢？第三個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寂靜。因為如果我們肯修行，可以證到涅槃之境界

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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