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使再把一秒鐘分為百萬分之一，或是一千萬分之一，我起一個名字為一念，名

為一剎那。即是說前一個剎那的狀態，到後一個剎那起的時候，前一個剎那的狀態又

滅了，後一個剎那新的狀態又出現了。是否如此？凡有為法皆如此，如果並非如此，

人便不會老了，是不是？好了，那裏有金剛不壞的東西呢？你不要以為，念阿彌陀

佛，阿彌陀佛坐在極樂世界，他不死的。誰說他不死？他必定死的。何解呢？他是有

為法來的，他是現象界來的。如果不死，他怎會動？阿彌陀佛會揮手的。揮手，第一

個剎那手是如此，第二個剎那手是這般，其狀態已變了，是不是？繼續變下去就會死

的了。所以阿彌陀佛是很長壽的，四十八劫；第四十九劫他已經死去了。

世界上的東西那有永恆的？沒有的，是不是？諸行，凡是有為法，凡是東西一定

是無常的。何謂無常？每一個剎那之間，舊的狀態滅，新的狀態出現。我們要如此徹

底地了解無常才可以。……不是永恆。第一個是相續，我們謂之常。第二是不變的，

不變化的謂之常。現在我解了兩種常。「雖有生滅變化」，何謂生滅？舊的狀態消

失，新的狀態出現，便謂之生滅。「雖有生滅（有）變化，而連續不斷者（的，我們

稱之為相續常），是相續常。若（果）無生滅變化者，（我們稱之為）是不變常。」

「諸行無常」是那一種常呢？是不變常或是相續常呢？「是無不變常，非無相續常

也。」為何無不變常呢？

我們看看，「如今日之某甲（今日之誰人）異於昨日之某甲（不同了）；細析之

（即是詳細分析，如果你們學過微積分的話，dy/dx一路地 d下去，詳細分析，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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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剎那之某甲，亦必異於前剎那之某甲；而所謂某甲者（這個人），決非永恆

不變之物，祇是一串不固定的連續（而已）。某甲如是，某乙、某丙（、某丁都是同

樣），乃至一切行（即是一切現象，都是什麼？）皆剎那生滅（每一剎都一生一

滅）。此事實（這種事實），人人皆可體驗…」。如何體驗？直接接觸到我們稱之為

體驗，「體」即是親自，「驗」者經驗，親自經驗到的謂之體驗。這種道理，這種原

理便稱作什麼？「一切行無常」，所有所有一切現象，都是無常的。懂得解吧？

為何我如此累贅？這個是很重要的。你一了解這個道理，別人講金剛不壞身，你

就會知道它的意思是指什麼？指他修得、證到真如，是證到涅槃，入了永恆的境界的

意思。就不是真的修到一個身體是不壞的，必定壞的。即是別人問你釋迦佛的身體有

沒有死去？你便回答他，已經死了，二千多年前死了，還已經燒了。有很多人就不敢

答，如此說佛的身體死了、燒了，不敢答。你不敢答只是「戇」（傻）而已，是不

是？

來到此處，我有兩個問題，一問一答。「問：一切行既（然是）無常，則宇宙萬

象」，那些未學過哲學的人，每每對「宇宙」兩個字，不懂得解的。「宇」是指什

麼？無邊無際的空間。那個 space，無邊無際的空間謂之「宇」。「宙」，無始無終

那麼長的時間謂之「宙」。「宇」和「宙」合而為「宇宙」。現在西方的科學家就說

從前那個科學家牛頓把時間孤立了，把 time 孤立了，又把 space 孤立了，而且說它

（時間）是絕對性的。現在愛因斯坦發明了相對論之後，他就不單獨講時間，不單獨

講空間了。就謂之什麼？時–空，「時」字畫一畫，跟著寫「空」字，作為一個整

體，時和空是一個整體。即是 time - space，time後面畫一根線，馬上跟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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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因為這樣表示時間和空間是整體的，合而為一的。

其實我們中國人早在千多二千年便稱之為宇宙，已經把它們合一了。無邊無際的

空間加上無窮無盡的時間合起來，我們稱之為宇宙。即是英文的 universe，宇宙。

宇宙裏面包含萬象，是不是？裏面又有老虎、有獅子，是不是？又有老鼠、又有樹、

又有礦石，包含那些萬象。是否萬象等於宇宙呢？講到此處。有人認為宇宙就是萬

象，有人認為不是，萬象是指現象界而已。「宇宙」兩個字就包含了兩個的。第一、

包含萬象，見到的什麼都包含。第二、它還有一個本質。這個本質稱為本體。宇宙裏

面可以包含兩個東西，第一是本體，即是宇宙的 reality。第二、由本體所呈現出來

的森羅萬象。所以宇宙我們可以稱之為宇宙萬有，是不是？但我們不能夠稱之為宇宙

萬象。宇宙萬象只是現象界而已，遺漏了本體未談。所以有時我們用萬象，或用宇宙

萬象，就是指現象界，指一切有為法。有時我們講宇宙，就包括什麼？有為法和無為

法，即是包括現象界和本體，我們的腦子要這樣清清楚楚。這個宇宙、這個本體，佛

家稱作什麼？稱作法界。宇宙等於裏面包括萬象，又包括本體。佛家「法界」兩個字

又可以包括現象，一切現象；又可以包括本體、真如在內。有時是這樣，佛家「法

界」兩個字有時只是指真如，只是指宇宙的本體。

佛家和一般哲學各派不同，即是佛家「法界」兩個字是指宇宙萬象，把本體也包

括在內；「法界」。有時又只是指真如本體。你看佛經看到「法界」兩個字，就看看

其上、下文了。譬如我們說「真如法界」，這個「法界」即是真如。譬如我們說「所

有法界」，即是把真如包括在內，把宇宙萬象都包括在內。「一切行既（然是）無

常，則宇宙萬象（與）及（我們的）人生云何而不斷滅？」為何又不會斷滅呢？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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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我們的人生應該斷的，這個宇宙應該斷的，為何宇宙從來未斷過呢？答案：「一

切行雖無常（雖然是無常），以因果轉變故，（因為無常是前一東西為因，就引起後

一東西為果，時時不斷因果、因果、因果地轉變。所以宇宙的）萬象及（我們的）人

生得（可以）連續存在；（但）雖（然）連續存在而無一瞬（一瞬即一剎那，無一剎

那）不變也。」「答」字下面（：）是否有一個【】的？沒有的，是不是？沒有的。

我這處那人為我加了一個【】下去，他真的豈有此理。第一個問題回答了，我們人生

連續同樣是無常，是不是？不是永恆的。將來我們修養成了佛乘願再來，都是無常

的。「問：涅槃之體，不生不滅」。體即是本質。涅槃是什麼？我們修養到不用生死

輪迴，生死輪迴都停止了的那種狀態謂之涅槃。涅槃的本質是什麼呢？涅槃的本質就

是真如，涅槃之體就是不生不滅的，真如是不生亦不滅的，常的，不變的。「修行人

入涅槃後，便出離生死，則其人所有諸行，豈不（是）皆滅耶？」沒有諸行了，是不

是？「答：此須分兩方面說。（第）一、就小乘人言之。（來講，第二是就大乘講

的。第一、就小乘人來講，所謂）涅槃即（是）四諦中之滅諦。」原始佛教常常講四

諦的，苦諦、集諦、滅諦、道諦，四諦。所以你們學佛的人，最基本的認識應該在初

級班讀，就應該對苦、集、滅、道這四諦來一個了解的。所以我很希望法相學會辦一

個初級班便是這個道理，後來不知因為什麼又辦不到。是不是懶？沒有理由。是不

是？有沒有人？黃敏浩。

同學：「後來決定初班由黎冠章她們負責，後來不知什麼原因辦不成。」

教授：「本來是她負責的，是不是？」

同學：「黎冠章。」

教授：「後來沒有人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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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不知何解他們為何沒有辦，沒有問。」

教授：「這樣，都是要辦一個初級班才行，看看有沒有人讀？她不教，找其他人教

吧。還有人可以教的，初級班。這次我回來，無論如何辦起一個初級班。是

不是？」

同學：「她並沒有說不辦。」

教授：「什麼？」

同學：「黎冠章並沒有說不辦。」

同學：「是什麼事我又不知，不過她又沒有說不辦。」

同學：「投票那裏…」

教授：「不過她事實上是沒有辦嘛。」

同學：「她都想辦。」

教授：「是的，為何又不辦呢？」

同學：「詳細情形我就不怎樣清楚。」

教授：「是否沒有人讀？」

同學：「總言之，她是想辦的。」

教授：「現在問，是否沒有人讀？有沒有試過？」

同學：「因為沒有正式定一個時候。」

教授：「嗄？」

同學：「因為沒有正式定一個時候，沒有很詳細地定下事務。」

教授：「即是我們沒有定而已，是不是？我們沒有定而已，這即是我們的董事會沒有

定而已，是不是？如此，我們現在可以定一個時間。大概四月上旬我們應該

開一個董事會，那個時候我們記住， 把這個辦初級班事宜來一個提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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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以辦得成。不辦一個初級班是不可以的，辦一個初級班…。還有，我

擔心辦初級班，現在我看見香港是如此，我們會不會有這個毛病就不知。香

港辦初級班，根本那些人十分之七、八是不可以教得到初級班的。何解呢？

我們看見在初級班出來的，連到四諦是什麼都不懂的。何謂苦諦？何謂集

諦？何謂滅諦？何謂道諦？都不認識的，這便謂之初級班結業了。而事實上

那些教的，何謂苦諦？何謂集諦？何謂滅諦？何謂道諦？不認識！那他講的

時候，一味在說故事。為何說那麼多故事，是不是？沒有用的。香港是這個

情形，我們此處看看如何？如果初級班沒有人讀呢，我們由中級班收下去。

即如我剛才講學佛那樣，由原始佛教起，下面上塔，下層上不了，我們就在

中間接下去。」

同學：「這樣，我們有辦中級班。」

教授：「嗄？」

同學：「我們有辦中級班。」

教授：「什麼？」

同學：「我們辦了中級班。」

教授：「有辦是嗎？」

同學：「是的。黃敏浩他不就是講中級班課程嗎？」

教授：「由他負責，是嗎？」

同學：「由他…。」

教授：「如此，就由中級班起吧。由中級班起教，是否用那個什麼？霍韜晦那本

書？」

同學：「那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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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直接由中級班起吧。不讀初級班都可以的，是不是？ 不讀初級班都可以

的，初級班將來再算吧。由中級班起吧。有多少人讀呢？」

同學：「十幾人。」

教授：「有十幾人讀。你總之有三個人讀都教，這便可以了，這便成功的了，是不

是？我從前講《成唯識論》三號風球三個人上課，我同樣照著教。五號風

球，轉了風球我然後才離開。我以前是這樣的。這樣，有了一個中級班就變

了在此處講解題的時候，對於這些名相稍為留意給他解說吧，是不是？不讀

初級班都可以。如果他的程度稍為好一點的，不用讀初級班都可以。如此就

先放下，無所謂了，看看黎冠章她怎樣辦吧…。」

好了，就小乘人來講，涅槃即是四諦裏面的滅諦。何謂四諦裏面的滅諦呢？按照

佛家說法，釋迦佛初轉法輪的時候，他是這樣的。他又如何呢？第一、他說我們的人

生是苦的。為何說我們苦呢？他說我們不斷生死輪迴，在生死輪迴裏面生生世世，甚

至每一個時刻，都不能夠離開那八種苦的。那八種苦呢？

第一是生苦。我們一出生便和新的環境接觸，我們便苦的了；出世時候的那種

苦。第二是老苦，人出生之後…。譬如一百歲，在一百歲以後，時間不斷逼迫我們，

一年一年地接近死亡，近一點、近一點那樣，常常變化。譬如我們十多歲的時候，最

快樂的時候。我們想停留，但不讓我停留，我們很快便是壯年了。我們壯年很好的時

候，我們想停留在此處，但停留不了的，一會兒便老了，這便是老——老苦。記住，

佛家的「苦」字有廣義和狹義的。廣義的苦，即是什麼？不舒適的、不美滿的，是這

個意思。狹義的苦，是指什麼？憎厭苦，炙下來或燒下來，令自己不舒服的那種。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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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八種苦是指廣義的苦，生苦、老苦。在一百、幾十年之中間，我們時時會有病的—

—病苦，會有病的。但到了最後，我們是死亡。死並不是如此簡單地死的，死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責任未盡，覺得很痛苦。同時死的時候我們會被疾病侵擾我們，有時是會

「典床典蓆」的——死苦，是會有死。第五種是求不得苦，我們所希望得到的東西，

都是多數得不到的，世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求不得苦。第六種是憎怨會苦，我們

所憎恨的人、我們所憎恨的事情，偏偏和我們會合的。我們最怕窮，偏偏窮就常常跟

著我們。我們最憎見到那些不高興的人，偏偏就跟那些不高興的人碰頭的。是不是？

憎怨會合苦。還有什麼苦？

同學：「愛別離苦。」

教授：「嗄？」

同學：「愛別離苦。」

教授：「愛別離苦，是不是？」

我們所愛的，偏偏會和我們別離的，是不是？你看看，世界上多少妻離子別的痛

苦，是不是？我們最愛的，財富，偏偏一場風波便會使我們失去所有的。我們最愛的

是會別離的——愛別離苦。還有是略攝一切五取蘊苦，略攝一切五取蘊苦即是有了一

個五蘊身體之後，跟著有些不美滿的東西出現。這個是老子所謂的什麼？「人之大患

在吾有身」，一個人最大的禍患就是我們有了身體。我們沒有了身體，就沒有那麼多

禍患了。如果我們從來都沒有出世，便沒有那麼多事了。

因為我們有了身體，所以我們便很多禍患了。這個舊譯譯作五陰盛苦，新譯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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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攝一切五取蘊苦。即是除了上面那七種苦之外，其他那些不美滿的事情。即是在我

們無窮無盡的生死輪迴之中，每一時刻都和這八種苦結不解緣的，所以我們人生是苦

的。我們的人生是苦的，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都是苦的。此即我們那個不美滿的人生

和不美滿的世界，確是不美滿的，這番說話是真的。這番說話就是苦諦，是不是？一

定要記得。苦諦是否憑空而有的呢？是否上帝迫我們的呢？佛家認為不是，這是由於

前生有煩惱、有無明。因為有無明的原故，跟著無明而起的有貪、會有嬲怒，貪、瞋

等等。由無明、由貪、由瞋等等的煩惱，就驅使我們去做出種種行為，或善或惡的行

為。每造作一種行為，並不是做完便沒事，做完之後一定有相當效果流傳在這個世界

上。我們前生做了的行為，就在我們的生命裏面留下很多…。

即是一有機會便生起的，即是種子。留下很多業，所引起的；行為謂之業。由於

我們起貪、瞋、癡等煩惱，無明、貪、瞋等煩惱驅使我們作業。「業」即是行為，行

為即是英文的 behaviour 或 action，又稱業。由於前世的煩惱、無明、貪、癡等煩

惱，和由煩惱所引起的業。無明又稱惑；蠱惑的惑。惑和業，前世的惑和業，就引起

今世苦的果。即是說，今世之所以苦，人生之所以有苦，今世這個世界之所以有苦，

不是沒有原因的，是由前世我們的無明和貪、癡等煩惱，與及由煩惱所引起的業，所

積集而來的，所招集而來的；「集」即是招集。這個能夠招集得今世苦的人生之前世

的煩惱和業，便是一個根源、來源了；「集」即是來源。這番說話並不是假的，是真

的，此謂之集諦。

然則我們人生豈不是沒有希望？又不是。只要我們肯修道，就會什麼？把這個苦

的人生、苦的世界消滅了。沒有了這個苦的人生，沒有了這個苦的世界的時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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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毀滅一切，而是我們進入了一種永恆的狀態。那種沒有生死輪迴，而是一種永久

的恬靜狀態，那種狀態便謂之滅，又名涅槃。此謂之滅諦，修行的結果。但我們想得

到滅，即是得到涅槃，並不是憑空得的，是要修道的。修什麼道呢？四念住、四正

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知、八正道，修這些節目。這些是小乘的三十七種節

目，照著修，這便可以達到、體驗到滅諦的了。修這種節目，這種道德的節目，即是

道德上的 program 就稱作什麼？稱作道諦。這即是說，「苦」就是我們這個有煩惱

的人生之果。「集」就是我們這個不美滿的人生與世界之因。「滅諦」就是恬靜而清

涼的、無苦之果。「道諦」就是證涅槃之因。這便是兩重因果，「苦」、「集」是世

間之因果；「滅」、「道」就是出世之因果。這個滅諦，「涅槃即四諦中之滅諦。」

看到嗎？「滅諦者，（何謂滅諦？）苦因滅（煩惱及業為苦的因），苦果（即是我們

的生死輪迴）亦滅；苦因、苦果皆是有漏法（有漏法即是有煩惱的東西），有漏又名

雜染，非清淨故，非純善故（有漏之義後文再講）。」如果你們是讀英文的，有漏

Edward Conze 譯作 out-flow，有漏。

「苦因滅，苦果亦滅；苦因、苦果皆是有漏法；是則所滅者唯有漏法（只是滅有

漏法）。小乘雖未說入涅槃後無漏功德仍然繼續，但並未說證涅槃後無漏諸行…」即

無漏的有為法。那些無漏的有為法，我們稱之為功德，「功」即是有功效的；「德」

是確有所得的。它並沒有說這個無漏的現象不存在。「（而）且涅槃可證；既可證，

便非無，（例）如色、聲、香、味等（這些）可（以）證知者（都不是無）皆非無

故。故（所以）就小乘教理觀察，（我們就）不應斷言證涅槃後（連到）無漏諸行亦

滅（無）。」不是完全沒有活動的。這個是就小乘而言，我們不用怕如果證了涅槃便

什麼也沒有。「二、（就大乘而言）大乘言涅槃，義別有四：」我們要記的，大乘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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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有四涅槃。剛才講四諦我們要記，四涅槃亦要記的。何謂四涅槃呢？「即自性涅

槃（第一個）、（第二個）有餘依涅槃（簡稱有餘涅槃）、（第三）無餘依涅槃（簡

稱無餘涅槃）、（第四）無住處涅槃（簡稱無住涅槃）。」現在我逐個講，「自性涅

槃者，諸法自然具有之真實體性」，「諸法」即是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一切事事物

物本然、自然具有的那種真實的體質、真實的性質，謂之「自性」。「即是真如」，

這個即是真如，即是 reality。自性涅槃者實在即是那個 reaity，那個真如。「本自寂

靜」，為何說它是涅槃呢？因為那個真如本來就是寂靜。「不假他求」，我們人人有

的，不用去求的。「凡、聖所同具也」，凡夫和聖人大家都有的；魔鬼都有的。

第二種、「有餘依涅槃者，苦因已盡（已滅），而由（於過去的業作為因）過去

業因所感（過去）之殘餘…」的身體仍然存在。即過去的業產生、招引出我這個今世

的身體。我們修養的結果是不再做新的業了，但我們過去的業所引起今世的身體，這

個殘餘的身體。「所依身」即是身體，所依的身體；這個苦果仍然未死「猶在」。無

餘涅槃，即有漏之苦果，即我們所依的身體都滅了，死了；「由（於）煩惱與有漏業

（都）盡故，當來（當來即未來，後一世的）苦果亦不生；有漏生死從此出離也。此

時，本有之自性涅槃全體（出現）顯現；（全體顯現）」全體顯現，那個時候，西洋

人稱之為 realization，全部顯現了。那個時候，我們看起來像是完全沒有了作用，

實在不是，有體就必有用。「然有體必有用，體不生不滅，用則猶是生生滅滅」。

此處順便告訴你什麼是體用，現在的人，很多人不明白何謂體用？我們簡單地

講，「體」即是本質，本質英文是 essential，本質；「用」是 attribute，屬性。記

住，「體」是指本質或實質。「用」是指什麼？屬性。屬性是指什麼？它的顏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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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份量、它的活動情形，這些便是屬性。因為我們中國人，那些魏、晉、南北朝的玄

學家常常歡喜用「體」、「用」兩個字。而佛教徒亦承襲他用「體」、「用」兩個

字，弄至人們很難明白。其實「體」就是本質，有本質必有屬性；有屬性即是必有本

質。「用」就是屬性，英文即是 attribute。「惟有漏之用（苦因苦果）已滅，而無

漏之用反（為）流行不息；（那時候）全體（即是整個本體）大用（本體上大的屬

性）無所欠缺。故有餘依、無餘依二涅槃，皆就體邊言（來講的），（並）非謂

（它）無大用也。

無住涅槃者，雙就全體大用兩方面（而）言。無住者，生死、涅槃兩俱不住（既

不入無餘涅槃，亦不隨著迷界的眾生而流轉於生死，兩俱不住。）不住生死詮（是

指）其體；諸佛所證涅槃，體即真如（它的本質就是真如，真如又如何？）不生不

滅，其相（它的相狀）寂然（沒有紛擾的）故；有漏生死永息滅（所以它在於體而

言，是沒有東西紛擾它的）故。不住涅槃（那邊是表示它的用) 顯其用；由（於）涅

槃體（所）顯（現的用就是什麼？就是大菩提）之用即大菩提。」

大菩提即是什麼呢？轉識成智的那四智，後文再講。那個時候會如何呢？即是證

到無住涅槃的時候，「資用無邊，妙業無盡，廣利群生故；」可以出來真真正正地，

如觀音、文殊、普賢那些，應聲而救度眾生。那個時候，「雖復生滅不已，然無一切

障縛（「障」即是指煩惱障和所知障； 「縛」即是指相縛和麤重縛，這些後來再講

了。）不同有漏生死故。」無住涅槃有生死的，但不是那些有煩惱的生死。「故在大

乘教理觀察，無漏諸行，永無盡期（窮盡）。（所以我們不是毀滅。所以）諸有視涅

槃為灰身滅智，淨行都無者，謬也。」所以由此處看，經常有人說：「了生死，了生

12



死，什麼都不要了。」……什麼都了卻。這些都是荒謬的。明白嗎？回去看看。「無

我」呢，我改天再講，你回去看熟它。回去看熟它，你以後看佛經，你便可以拿著這

個來到衡量。如此，你要肯每次聽我講課之後，回去看一次、兩次。這樣你一熟了，

半年之後你看佛經，和半年以前就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講這麼多。講諸行，即是講

現象界，我就先講諸行的共相。諸行的共相有兩點，所有現象界的事物一定具備這兩

種性質的。

第一就是無常的，不會是不變的，凡現象都是無常的。第二點是無我，凡現象都

沒有一個獨立的我。講到個「我」字，世上很多人問：「佛家講無我，是不是？誰去

生死輪迴呢？」佛家就說，不是那個「我」。有一個「我」反而難講生死輪迴，因為

「我」是不變的，生死輪迴是變的。所以正是因為生死輪迴，反為證明「無我」。普

通所謂「我」；有「我」便有「他」了，是不是？「我」和「他」是相對的，如果沒

有「他」又那裏有「我」呢？還有，普通一般人所謂「我」是具備兩個意義的。第一

意義就是「一」的、獨立的、整個的；第一意義就是「一」的，不可以分的。第二意

義是永恆不變的，如果會變的便不是我。好像外面那些金，會變的便不是真金，是不

是？「我」會變的便不是真我。所以「我」一定具備兩種性質，一種是「一」、整個

的、不可分的，本來自己存在的；第二是永恆的。

這個「我」是有很多名稱的，有些人稱之為「我」、有些人稱之為「人」、有些

人稱之為「眾生」、有些人稱之為「受者」。西方人稱之為「靈魂」，是不是？

「我」是有很多名稱的。不論什麼名稱，一講到「我」，一定具備兩種性質，一種是

「一」、整個的、不可分割的。第二是永恆的、常的。「我」，佛家就認為是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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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這個「我」的。即是人人…，西方人所謂「靈魂」，佛家認為是沒有的，根本沒

有一種東西謂之「靈魂」。所謂「靈魂」，只是我們意識的現象而已，並無一個什麼

叫做「靈魂」。

我們看看，你看我此處解的。「何故說一切行皆無我？言『我』者（所謂『我』

呢）？《識論》云（我此處講《識論》就是指《成唯識論》，記住。《識論》云）：

『我謂主宰。』（《成唯識論》替個『我』字下一個定義，下一個 definition：

『我』即是主宰的意思。主宰即是我們一個主人翁。）主宰意（即是主宰裏面，意）

即一個有自在力的自體（自體即是實質，一個有自在力的，逍遙自在的自體）。印度

古代除佛法及順世派之外，大體上（各派）皆執有我。」現在，現代的人，那些喜歡

講宗教的人，多數都執著有我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人人都執著有我的。道教徒

很多都…，如果那些一般的道教徒都是執我的，執有一個靈魂的。佛家認為是沒有

的。你看，「大體上皆執有我。其所執之我，通塗（通塗兩個字即是一般，一般地

都）具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就是「一」，第二個意義就是「常」。

「『一』是獨立自存之義（即是獨立的，不用靠其他東西支持它的；自己存在的，不

是由人作它出來的，『一』），『常』是固存不變之義（固存者即是它的存在是很堅

固的，沒有人能夠毀壞得它的，它亦不變化的，此謂之固存不變。）。

換言之，所謂我者，乃一獨立固存的實自體也（自體即是自己。實的自己，真實

的自己，即是真實的自我。所謂我是指這樣的一個東西）。佛家則謂諸行各各（即是

所有現象，不論那一個現象也好，各各都是）待眾緣而生起（要很多條件砌合而生

的），（生了之後便）依眾緣而存在（要依靠各種條件支持它，它然後存在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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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的眾緣轉變時，能依的諸行亦隨之（跟著）變異（轉變）；…」譬如我們一個人，

要靠飲食來到支持的。他天天要吃多少澱粉，多少蛋白質。忽然你減少了他的蛋白

質，或減少了他的澱粉，減少了他的食糧，他馬上便會受到轉變。

依靠眾緣，那個眾緣轉變，那些條件轉變的時候，那個能夠依附眾緣的那個

「我」，所謂「我」亦跟著轉變了。變異即是轉變、變化。「…所依的眾緣壞滅時，

能依（的所謂『我』）的諸行亦隨（跟著）而壞滅；一切為眾緣所決定（完全被眾緣

決定它如何的）。」譬如你養一個孩子，你的孩子很出眾，就要靠什麼？教育、家

庭，與及什麼？他的種族，各方面的條件來決定他。「為眾緣所決定」。「以待眾緣

故（以即是因為，因為它要等待眾緣結合），（所以它無獨立，不讓它獨立；不會讓

它自己存在）無獨立自存之義，（既不可獨立自存）不可說『一』（怎能夠說它是

『一』呢？這便是『非一』了，和『我』的條件不合。）；以緣變則變，…」因為那

些條件一變，那件東西跟著變了。當緣一壞，那件東西跟著壞，所以「無常」，是不

是？而且每一「剎那生滅」的。既然無常，便不會固存，不會堅固的存在不變了，即

是會變的。既然會變，便「不可說常」了。於是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所有現象都

「既非一，又非常」。既然又非一，又非常，怎可以謂之有我呢？有一個實的自體，

實的自己呢？

「因其無實自體，故說之為空。」所以那個「我」是空的。「我」是空的就這是

個道理，「我空」。既然「我」是空的，根本就沒有「我」，「空故無我。」無我的

意義就是這樣解釋的。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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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最基本的，佛學最基本的。如果以前未聽過初級班講清楚，現在再聽之

後，補回也未遲。而且現在多倫多的初級班如何？我就不得而知，我相信都是辦不成

的多。如果在香港，有幾間教初級班的都過得去，但大半數都是辦不好的。因為那些

所謂講師講課，他連這些都不認識，何謂無我的觀念都不清楚的。那些人又不肯學，

不肯學的。香港很多初級班都是用那本什麼？《佛學十八講》來到作為課本。《佛學

十八講》裏面，那些人講到無常、無我，都沒有講得清楚。《佛學十八講》那本書其

實都講得甚為清楚，不過用文言寫的，沒有詳細解釋。而那些讀的固然難以領會，那

些講的亦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貿貿然他又走上去講，害了自己又害了人。他以

為想做功德，怎知沒有功德，反為有罪過，因為害了人嘛。香港那些人，我時時批評

那些人：「你害了人。」自己又不肯學東西，講的時候完全講錯了。有一次，有一個

人，是我的學生，很有名氣的了。他說：「這個世界總是冥冥中，總是有一個主

宰。」如此說法。這個講法可說是犯了大忌，有一個大我，這個世界冥冥中的主宰不

就是上帝嗎？你稱它為主宰，這個不就是上帝嗎？即如印度婆羅門的那個梵，是不

是？一個很有名氣的講師亦這樣說。這是什麼呢？不肯進修之過。自己以為夠了，又

不肯進修。這是一件。

第二件是有一位大法師，很有名氣，而且戒律很好，人品很好，但沒有學問。打

佛七的時候，他開示。我都不知他如何開示，就是王雪珠的朋友告訴我，鄭偉漢告訴

我：「羅公，那位某法師開示，佛七開示說要念佛。他說普通我們口唸阿彌陀佛，阿

彌陀佛，這樣是很浮泛的，不行的，是不是？我們念佛以後生生世世都會念的，你就

這樣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下子便過去了。我們所謂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樣念，

只是第六意識念而已，意識是很外表的，不行的，我們要以第七識念才可以。」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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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來念阿彌陀佛，他真是懵了，第七識只是執我，第七識怎會念佛的呢？出自大法師

之口。他這樣還不止，第七識也不夠，要阿賴耶識，第八識念佛才可以。由第六識念

佛，念、念、念、念，念到我們的心很專一地念，念到去由第七識念。第七識念，再

傳入第八識阿賴耶識念佛。那個念佛念到阿賴耶識裏面，這便行了，將來傳到生生世

世你都會念佛了。阿賴耶識是一部無形的電腦，機器來的，又怎會念佛呢？他還說第

七識是傳送識，把第六意識的念佛傳入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如此便種下很多念佛的種

子。這句說法大致上都沒有怎麼錯，但你這樣說法就籠統了，第八識念佛。是不是？

又是的。何解呢？沒什麼只是一句話，若果刻薄一點的來講，便是不學無術，是不

是？香港，你不要以為香港佛教很興盛，這種人最多。其他那些「鴉鴉烏」（很差

勁）的佛學社固然是不足取，是不是？甚至很多大學生組織的也是如此。那些大學生

以為他看了兩本佛經，以為認識了，誰知他根本就不認識。

有一次，宏勳師請我食齋，當時謝志忠也在，普明的那個謝志忠也在。我就忘記

了他是普明的，忘記了他是謝志忠，我信口雌簧：「唏，現在的人都是不學習的，看

了兩本小冊子就以為夠了。又開講，招什麼班，招什麼班的，例如普明、什麼之

類。」他又不回答我說他是謝志忠，普明的。後來我離開的時候，就那個什麼？那個

倫志文，即是又是明星，倫志文驅車送我離開，我問剛才的年輕人是誰？她說：「謝

志忠嘛。」

我說：「我剛才一腳踏下去他處，真的是，我剛才真的是豈有此理。他真的好修

養，對此不吭一聲，辯也不辯。」諸如此類。現在多倫多也必定不能例外，在多倫多

你在何處找到講師講呢？如果你說：「羅先生，你開罪了我。」我就一句話：「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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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開罪你吧，那又如何？是開罪你。」「你怎樣證明我不認識？」「好的，我很容

易證明。那處，就在檯面上有一本書，是不是？我掀一課書，這是香港會考用的而

已，我掀一課書，閉著眼掀，掀到那一課便那一課。或你來掀，你閉著雙眼掀吧。掀

了一課你給我解說，解得沒有錯我便說你沒有錯。如果你不敢答我便認為你『水』

（差勁）。我現在開罪你，我當面開罪你。很簡單的。」「你這是考我嗎？我倒過來

考你。」「可以，你拿這本書倒過來考我吧。我可以考你，你一定可以倒過來考我。

來吧，你閉著眼掀，我給你解說。但你要知，我給你解說完，我又要你掀，一定要給

我解說。是不是？不是你讀得通書才好。」所以那些人很怕我，我明開罪的。我七十

幾歲人了，我怕你什麼？香港是法治的地方，你敢打我嗎？好了，看看。所以現在

…。講起又奇怪，聽般若就那麼多人聽，聽唯識就沒有什麼人來聽。其實這班人很

傻，懂了唯識就般若自己看都可以，是不是？如果你不懂唯識你讀般若，總之是有點

問題的。就如那位大法師第八識念佛之類，是不是？假使你不明，你不信就問問鄭偉

漢吧， 我不把那位法師的名字講出來。鄭偉漢告訴我有這樣的一回事。我說：「是

嗎？」他說：「有一本語錄，好像佛學書局有得派發。」我快快的走去佛學書局，問

王玉蟬：「有沒有呢？」「有的，有的。我們替他印的。」我說：「如此你又害人

了，給我一本看看。」真的有說到。

所以現在學佛，你要認真抉擇才好。說回此處，既非一又非常。「以緣變則變，

緣壞則壞故，（而）且剎那生滅故。」無常講了，現象界的事物，每一剎那都一生一

滅的，「無固存不變之義」。既然剎那都變，有生有滅又如何固存呢？「（既）無固

存不變，不可說常。（於是）既非一，又非常，便不可言（怎可說）有實自體（實的

自己呢）。因（為它）無實自體，故（所以）說之為空。空故（我是空的所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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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這個意思。懂得解了，這個是最基本的。如果這句不弄清楚，你將來三藏

十二部經讓你看完也沒有用。好了，現在我來抉擇它，我用一問一答來抉擇它。

「問：一切行既無我，何故一一色（『一一』者即是英文的 each；每一個物質現

象。或）、心（即是精神現象。色的諸行和心的）諸行（皆）森然羅列，…」。你們

一看，山河大地，日日星辰那麼多羅列，你說它無我？你又說它空？實在明明是有，

是不是？「…而非空無？」何解呢？「答：一切行雖（然）無我，以依眾緣故（留

意，因為它依靠眾緣，即是條件。即是）仗因託緣，…」『仗』即是憑藉，憑藉它的

要素，『因』即是主因，『緣』即是條件，又要付託於那些條件，配合的時候便可以

生起，便可以存在、可以住，可以停留了。不過「…雖生起存住，而無一刻不依賴眾

緣也。」依賴眾緣，沒有眾緣則沒有它。所以雖然是無我，但事物是可以存在的。

「問（再問）：諸經論皆言一切法無我…」經論不是…。現在只是說諸行無我，但一

切經，佛經裏面並不是說諸行無我，是諸法無我。法和行，這個概念要分清楚。

「法」字，「法」即是東西，一切東西分為無為法和有為法兩種。無為法，記住，記

住，即是真如，即是本體。有為法即是諸行，亦即是現象界。

我說一切行都是無我，即是一切有為法都是無我，是不是？我此處沒有說無為法

有我、無我，是不是？何解？因為我現在講諸行嘛。無為法是有我或是無我呢？依據

佛經說一切法無我嘛，即是不論有為法或無為法都是無我嘛，是不是？我的問題就是

如此，有為法固然是無我，已經講了。無為法，這個真如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它

都無我？很多人便問這個問題了。我現在解答這個問題。「問：諸經論皆言一切法無

我，（而）今只言一切行無我（只是說有為法無我而已），豈（豈即是難道；難道）

諸行之實體，（實體即是實質。這個諸行之實質即）所謂真如者，（然則真如）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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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耶（是不是呢）？」我的答案是這樣，「真如非思慮名言的意識所能把捉；…」所

謂真如並不是那個有思慮的，會思想的；我們的思慮和名言，「名言」即是概念。即

是所謂真如，並不是那個整天思慮著那些概念的這個意識所能把捉得到真如的。因為

真如是離開概念，你說它是真如，這個是一個概念而已，並不是真如來的。所以「…

說之為我，乃至說為真如等等，亦隨名言（都是墮落於概念。真正的真如是不能講出

的；所以）故不可擬為我與非我（真正的真如我們不可以模擬它，稱之為我，或稱之

為非我的）。」明白了吧。「又（還有）實體不離大用；…」「實體」者指這個宇宙

最後的本質，的真如，即是 reality。「大用」指 phenomena，即一切現象。實體不

離大用。因為我們中國以前的人，稱宇宙的本體為實體；稱宇宙的現象為大用。為何

要加上一個「大」字？包括了一切，是實體上的屬性，用即是屬性。

所謂實體就是這個宇宙最後的本質；大用者只是這個最後本質所顯現出來的屬

性。一切屬性謂之大用。「又實體不離大用；就體而言（即是那個本體、實體，即是

真如），本性寂靜（其本質是沒有紛擾的），廓然無對（『廓然』者一片虛空，無界

無限；『無對』、沒有東西和它相對的——廓然無對。所以既然什麼也沒有，就）不

可言不空；（你說不空又不對。廓然無對，就實體而言…。廓然無對，什麼東西都無

形無像的，你說它不空？你不能說它不空，只可能說它空而已，是不是？不可言不

空，不可以說它不空。）就用而言（就這個現象界的大用來講，就如何？）萬象昭著

（什麼山河大地，月月星辰擺在我們面前。而且在形象上是萬象昭著），因果相待，

（在時間上是前因後果相待的，有前因就接著有後果。既然又有萬象又有因果，所

以）不可言空（你怎能說是空呢？）」這即是在說什麼？這個宇宙我們不能夠說它是

空，又不能夠說它不空。「既不可言空與不空，怎可說有一常的我？若有一常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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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不空。又我與非我，相對而言；真如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非我』與之相對

（沒有一個『非我』和它相對），故不（可以）言有我。（好了，總括）由上義故，

於真如亦說無我（把真如都不能夠說是有我）。」我的解答便是如此。大家回去記得

讀一讀它，記得看一看。如果是習慣看哲學書的話，會很容易明白。不習慣看的話，

就難一點明白。如此，諸行之共相講完了。即是現象界任何一個現象都一定有這兩種

共通性的。一是無常、二是無我。假使有一個現象說它是常的話，這個人是荒謬的，

是不是？

譬如你說天上有一個上帝坐著，祂是永恆的，常的。一定是荒謬。何解呢？有形

有像的一定是有為法，定是諸行，諸行一定是無常的。凡有形有相的東西，除了你這

個所謂上帝之外，其他有形有相的東西，一定是無常的。上帝亦是有形有相的話，所

以上帝一定是無常的。劉萬然和你們講過因明了，歸納是否如此歸納法呢？如此，諸

行的共相我們就了解了，回去記得看。因為你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你將來看佛經就

會很便利了，是不是？因為這個基本的道理你不明白，你就不會明白唯識的道理。如

此看看，上文講了（丙一），（丙一）讀完了，（甲二）裏面的（丙一）讀完了，諸

行的共相。目錄的第六頁（《唯識方隅》第二頁），目錄那處，（丙二）有一個八識

總論，現在正式講八個識。八識總論，看一看。講識現在才入門；八識總論分開八點

來講，逐點講。（丁一）、（丁二）一路至到（丁八）。（丁一）講什麼？八識的名

義，八個識的名字和每個名字所包含的意義。我們看看，現在我們先看（丁一）、八

識名義。「今說諸行，分現行、種子及緣生三方面說。」

我現在解釋諸行分三個部門來講，第一是講什麼？現行，「現行」者，「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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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看得到、摸得到的，見到、嗅到，顯現的，有形有相顯現的。縱使無形無相，

都有像顯現的，此謂之現行。能夠在現行未出現之前已經存在的，存在著能夠產生現

行之功能的，這種功能就稱作種子。譬如一粒穀種能夠產生整棵禾的，種子。種子就

是能夠產生現行之功能，現行是種子所產生的結果。例如：我的眼睛有視物之力，一

張開眼視物，有一種視覺作用出現。是否我睜開眼睛的時候，然後產生一種東西名視

覺呢？它說不是。我閉上眼睛未睜開眼的時候，我們有一種力，有一種 power或有

一種 energy，有一種力，一種 function或一種功能存於我那處。不過它未曾出現，

未成為現實的東西而已。到了我的眼睜開時，又有光線，我們的視覺，現實的視覺之

力就爆發出來。爆發出來時便稱作現行。「現」者現前，出現；「行」者活動——現

行。有些人把它譯作 appearance，出現。未曾現行之前，就已經有一種功能，這種

功能謂之種子。好了，你看看。我講諸行的時候，我先講現行，再講種子。然後第三

就講什麼？緣生。為何種子會變現行？不是凡種子都一定可以變得現行的，一定要條

件具備，種子才可以變出現行。要條件具備然後才可以產生現行，這種情形就稱作緣

生。緣即是條件，條件具備它才生。

還有，那些現行的事物生了之後，馬上就打入去，好像煙熏進去，熏進去我們的

生命，熏進去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 

就成為種子。如此，即是現行為緣產生種子，種子為緣便產生現行。還有一個問題是這

樣，當現行出現的時候，那些種子是否沒有了呢？你想想看，我閉上眼，雖然我沒有看

見東西，但我有眼識的種子。如果沒有眼識的種子，睜開眼我怎會看見東西呢？當我睜

開眼的時候，看見東西的時候，眼識便現行了。當我眼識現行的時候，那個種子去了那

處呢？還在不在呢？或是消失了呢？有很多人以為，我閉上眼的時候，眼識的種子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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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睜開眼的時候，種子一變，變為眼識的現行了。變了眼識的現行之後，眼識種子

便沒有了。不是的，不是。當眼識未變成現行的時候，就只是種子的存在。但當緣具

備，眼識顯現作用的時候，就稱為眼識的現行。這個眼識的現行只是外表的工作而已，

它裏面的要素還是種子在裏面。所以眼識看見東西的時候，這種視物的作用就是現行，

但它的現行裏面是有種子存在的，那種潛能存在的。我看顏色看見紅，未看見紅之前，

那個紅去了那處？紅並不是無，我未看見紅的時候，紅是種子，紅色的種子。當我看見

紅的時候，紅色的種子就現行了。當紅色現行的時候，紅色的種子仍然在紅的現行裏面

的。怎樣呢？例如這樣：我仍在媽媽肚中的時候，我已經具備我這人一生所見事物的種

子，不過未出現而已。現在已經一路路變化，到了我現在又來了多倫多，又坐了在此

處，而又過年的時候你們又弄了一個球在此處。如此多緣具備，於是我的第八識裏面的

那個紅就出現了。不只紅出現，這個圓形的形像，是不是？和那些紙質又出現。那段

絮，什麼那些形狀，亦都有它的種子，又出現。一堆種子同時出現，綜合起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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