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等六支的種子為貪等煩惱所潤】，這就叫做「有」。【便得有生。由有取

故，意識相應的貪等煩惱相續現起】，終至引生上品貪，由下品貪等引生上品貪等煩

惱起滋潤作用，便得有取。【由有取故，便得有有。由有愛故（下品煩惱），便得有

取。由有取故，便得有愛。由有觸故，便得有受。由有六處，便得有觸。由有名色，

便有六處。由有識故，便有名色。由有行故，便得有識。由有無明，便得有行。此乃

理論上之次序】，一級一級，不是說先有這樣，真的先有這樣，這一個小時先有這

樣，第二個小時有那樣，一直推到第一因。

如果這樣想的是蠢材，是嗎？【事實上則可以數支同時並存】。那五支一起存

在，【不分先後，如識等五支】。明白了嗎？聽不聽得明白？［你們］回去後，今晚

看一次。過兩日後，［再］看一次。明白了嗎？［這樣做的話］一世都明了。那麼，

《唯識方隅》講到「諸行」已經講完了，即是「現象論」講完了。後面［的部份］講

「本體論」、講「真如」，留給下個星期講。要開始講了，

羅公：「有沒有人…桂先生！有勞你，你錄了音之後，幫我將這個錄音帶翻錄一份，

記住！記住！送給王雪珠！」桂先生：「由什麼時候開始啊？」

羅公：「由今日開始。」因為今日所講的內容，在美洲哥倫布登陸以來到現在這秒鐘

［為］止，［從］未有人講過的。

在中國就有人講［過］而已，台灣都未有人講過。僅是拿「真如」來講，沒有人

講過的。僅是拿「真如」來講，在哪裡講呢？北京的韓清淨［曾經］講［過］，我現

在都是第二個［講］。所以，記住！大家不要借給別人聽錄音帶。因為那些想來聽［

課］的人，他應該［親身］來聽。他不［親身］來聽的就是不敬。不敬的人［是］沒

有這樣的福氣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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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那些人拿錄音帶來聽呢？他永遠不會明白的。你看一下，那些人會聽［錄

音帶］的。只有那些他來聽的，然後先會明白。何解如此呢？這個理法是如此，宇宙

間的理是這樣。是嗎？那麼，大家最好切記今日的錄音帶，即是「真如」的錄音帶，

不需要借給別人聽。是嗎？如果他不明白，你可以講給他聽，不必拿我的錄音帶給他

聽，你可以講給他聽。何解我要特別送給王雪珠呢？她 ：她今日替我拜佛。説

因為我前日檢驗胃［部］時，她懷疑我有癌性細胞，叫我做手術。我可能回香港

做手術。不知怎樣地劉萬然講給王雪珠聽，王雪珠即刻打電話來。她說：「我替你拜

懺，我替你拜佛。」那她打電話給王聯章，王聯章今天很早就打電話來問［候］我。

這個小孩子是值得嘉獎。所以，我講這個［「真如」］，就托桂生特別錄一份給她。

現在，大家開始聽了。

我這本書、全本書的組織，第一部分就講「諸行」。「諸行」即是「有為法」，

亦即是現象界。即是講什麼呢？用英文那個字就是 phenomena，現象界。是嗎？現

象界裡，分兩部分：一部份就顯現的、顯現的，即 appearance、顯現的。

第二部份呢？就是種子。是嗎？潛伏的。現行和種子合起來都是現象。佛家呢？

現象界，佛家叫它做「有為法」，又叫做「諸行」。是嗎？諸行是無常的。諸行是現

象，現象一定有本質的。是嗎？譬如：我們用金來到打［造］一隻鐲，或者溶了它打

［造］一隻戒指，是嗎？再將金來打［造］一隻金獅子，這些都是現象，這些現象可

以千變萬化。但是它的本質就是黃金。本質是不變的，本質是常的、不變的。

既然［這本書］講了現象，就要講及本質。本質，最徹底的本質即是這個世界的

本質，最後的本質，用英文來講就是 final substance。最後的，final，這個字譯做

「最後」，或者譯做「究竟」。Substance，這個字又譯做 reality，譯做「實在」又

可以。Final reality就是「最後實在」，或者「最究竟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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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這個無數那樣多的眾生、無數那樣多的世界全加起來，整個現象界的「最

後的本質」是什麼呢？這個「最後本質」在哲學上叫做「本體」，是嗎？［它］叫做

「本體」、reality、「本體」，又叫做「實體」。是嗎？Reality，這個字當「根本」

［的意思］解又可以，當「實在」［的意思］解又可以，又叫做「實在」。是嗎？在

中國，人們叫［它］做什麼呢？現在哲學流行叫做「本體」，叫做「實在」，叫做

「實體」。

往時叫做什麼呢？以往在孔子、孟子的時代，叫［它］做「天」、「天」、

「天」。你不要以為我們中國古代講「天」是迷信，［那］個天［表示］「本體」。

譬如：你讀《大學》。《大學》中有一句話：「天命之謂…」不對！這是《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一揭開《中庸》就是這一句。

這個「天命」是不是那 God（神）命令的？不是這樣解的。「天」就是「本

體」，這個宇宙的本體，「命」分配給你，因為我們在…「天」是「本體」。這個

「本體」，這個本質裡，所呈現出來，呈現即是英文的 present，呈現出來的就有無

數那麼多的東西。有日月星辰、有山河大地、又有人類，無比那樣多的人類，無比那

樣多的生物。

這些都是［那］個「天」顯現的，這個「天」、這個顯現呢？他用［這］個

「命」字，［這］個「命」字含有什麼啊？［它］含有兩個意義。天命的「命」，由

［那］個「本體」的「天」呈現出來、顯現出來、present 出來，「命」不是命令的

解［法］，［而是］顯現出來［的意思］。

第二，由［那］個「天」分配給你，不是說有意志［地］分配的，［是］自然有

的。你有那件東西出現，自然有「天」的一部分了。那是怎樣呢？很簡單。譬如：我

們的「虛空」無邊無際，「虛空」一片，這個就是「天」了，是嗎？譬如［這］個

「天」，我們造個罌、造個樽，在［那］個樽裡，現在我問你：「［那］樽裡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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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啊？」你［回］答我。

學員：有

羅公：有。是嗎？即是說［這］個虛空，在你造好［那］個樽的時候，它自然分配了

「虛空」在那裡。你打破那個樽，一樣那個「虛空」沒有走。這個「本體」就

是這樣，「天」。那麼，每個人就猶如一個罌都得到「天」分配給你的一部分

東西。「天」所分配給你的，這就是你的本體，人生的本體。人生的本體就叫

做「性」，是這樣解的。「天命之謂性」，由「天」即是本體，配給給你、分

配給你。你所有的本體部分就叫做「性」。這個「性」裏面是本體，有本體必

有個現象呈現。呈現出來是什麼呢？仁、義、禮、智，這一切善性都是由你的

「性」的本體顯現的。所以，它［指《中庸》］說你的「性」是善的。它講到

這裏，對與不對是另一回事。講到這裏就有一些問題，那麼惡又如何呢？［惡

］都是由本體所呈現，它就不說了。「天命」就叫做「性」。［你們］會不會

解啊？現在的年青人不會解的，只有老一輩的人才會解。「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道」即是道德。修道的「道」，什麼謂之「道」啊？不是說要找

耶穌教你的，不需要找馬克思教你的。「率」就是順著，你不要逆你的

「性」，順著你的「性」來做，你的「性」有良知的，你自己問你的良知，這

樣做對不對？你的良知告訴你：這就是對的。那麼，你就去做。這樣就叫做

「道德」了，就是「道」了。「率性之謂道，天命之謂性」，「天」就是本體

論，一講到「性」就是人生哲學、人生論。是嗎？「率性之謂道」，這個是方

法論、修道的方法。「率性之謂道」。那麼，聖人出世教化很多人，這些「教

化」是怎樣來的？是否聖人有什麼獨特之秘？不是！所謂聖人者，「修道之謂

教」。教育你們。依著那個「道」去修行呢？我又唔記得拿那個……

學員：又唔記得拿？……

羅公：朱子的注釋，依著那個「道」去修持呢？把這個方法教給人聽，讓人［們］都

好好地去做，就叫做「教」。「修道之謂教」，這個不是宗教之「教」而是教

訓之「教」。打開本論，《中庸》是嗎？儒家的哲學從來都未曾有正式的本體

論，要等到這本《中庸》的出現，然後才有正式的本體論。所以，這本書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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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聖賢是不能做到的，是嗎？所以，這本書是孔夫子的孫作的，孔伋。好了，

儒家叫做「天」。即是宇宙的本體叫做「天」。人生的本體呢？叫做「性」。

那麼，如果你想看誰說得最透徹，現代的中國哲學家中，是一個人講得最透徹

就是熊十力。熊十力在哪裏講得最透徹的呢？那本《讀經示要》，這本書真的

很好。《讀經示要》，但是現在你想買也沒有的賣了。真是衰！［現在的］人

不懂好東西，是嗎？《讀經示要》。

學員：你有沒有啊？你有沒有啊？你有沒有啊？

羅公：我有，［這本書］在香港，這裏沒有。我看了有十次。

學員：回［到］香港問你借。

羅公：如果你們英文好，把它譯做英文更好。嘉惠給「番鬼佬」（外國人）更好。好

啊！

學員：這裏買不到的。

羅公：嗄？你買不到？有啊！台灣重新出版，台灣有得賣。我見王亭之的徒弟也買

到，他還送了一本給我。我一轉手就送給別人，台灣新版。

學員：order了都不到。

羅公：很好，這本書真的很好，你想讀五經，講義理，這本書非讀不可。

第二本就講《新唯識論》，［他］有講。不過，《新唯識論》火氣太大，他罵舊

唯識罵得很緊要。他說舊唯識講「真如」，這個「真如」是死的，他說中國人講「真

如」，那個「天」是生的。 這是他的偏見而已。我們今天就看一下，唯識宗的人說

「真如」，這要分五點來講。

第一是講「真如」，這個名稱的意義。第二，這些經論裡對「真如」如何講法，

我就引這些經論給你們。第三呢？「真如」和「諸行」的關係。［這］不是識行，［

書中］那個識字錯了。「真如」與「諸行」，即是說本體與現象的關係。第四就講如

何去證「真如」、證「真如」的方法。第五就是證「真如」之後有什麼好處，「真

如」的勝利。那麼，我所知道的就是這麼多了。這個就是唯識宗的本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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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上分為兩部分。一部份叫做「純粹哲學」，純粹［講］理論的。第二部分就

叫做「應用哲學」。「應用哲學」，我們不必理會。「純粹哲學」大致上分［為］三

部分。第一部分就叫做「知識論」，又叫做「認識論」，有人稱它做「方法論」。這

是］教我們如何去了解東西。我這裡也有，講完「真如」之後，我會講「解行」。

「解」就是「知識論」。「行」就是「修行論」。

「純粹哲學」的第一部分叫做「知識論」。英文叫做什麼啊？philosophy of

knowledge，知識哲學，又叫做「認識論」。這個字就是現代人用的。如果古代的

英國人和希臘人用呢？［他們］就不是用這個字的。不是說 philosophy of

knowledge，不會這麼淺的。他們用那個字，epistemology，用這個字的。 即是

告訴我們聽，我們的知識來源是怎樣的。我們的知識可靠不可靠？我們知識所知道的

限度是怎樣？我們知識所知道的東西是真的東西還是假的東西。有關知識方面的［哲

學］叫做 epistemology。

第一部份，普通就叫做「知識論」。那個「論」字即是哲學的意思。

第二部分，有了「知識論」，我們就要了解這個世界－「宇宙論」；或者叫做

「本體論」。

「宇宙論」就叫做 philosophy of cosmos，宇宙哲學。有些［人］就叫［它］

做「本體論」。研究宇宙本體是什麼，［這哲學］裡分為「唯心論」、「唯物論」、

「二元論」、「一元論」、「多元論」等等。「本體論」， 那麼要有了方法，然後

才能認識「本體」。只是認識「本體」沒有用的，我們要［學］做人的。於是，我們

了解「本體論」之後，接著我們要出去［學］做人。於是，有第三部分叫做「人生

論」。「人生論」，philosophy of life 或者 philosophy of human life。

 你經常講「本體」講到很高都沒有用的。你做人都不會做的。是嗎？所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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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要［學］「人生論」。那麼「人生論」呢？我們「解行」的那方面，如何「行」

的那方面，我們才會講到。佛家，小乘佛教就著重「人生論」，不講「本體論」的，

亦不講「方法論」。

一到大乘［佛教］呢？講「空宗」呢？開始有「本體論」了。諸法實相的「空

性」就是本體了，大談「本體論」。大談「本體論」呢？用什麼方法去了解本體呢？

去到「唯識」出現就著重甚麼？講「知識論」了、「認識論」了。那麼，佛經裏講

「認識論」、講「方法論」就是「唯識宗」最見長的。在「方法論」之前，真正用到

「方法論」之前，就先要了解「因明」，即是先了解「邏輯」。了解了「邏輯」然後

先踏上正式的「方法論」。

那麼，現在我們就談它的「本體論」。佛家叫那個「本體」做「真如」。「真

如」是梵文 Bh tatathatū ā，這個字的譯名。這個字的含意呢？即是真實的意思，即

是 true，真實；或者如常，如常即是不變的、完全不變的。這個字含有兩個意義。

於是，玄奘法師把真實這兩個字，譯做真。把時時不變的意義，即是如，即是時時都

如此。所以，［兩個意義合起來］叫做「真如」。這個字譯得好好。

把兩個意義都譯在一起。以往，多數譯做「真實」， 或者譯做「如如」。「如

如」， 即是以往如此、現在也如此、將來都如此，這叫做「如如」。有些人單譯做

「如」。宇宙實體，即是宇宙的本體是真實而又常在的、不變的，故名之以「真

如」。所以，用，「以」者用也。所以，用「真如」這兩個字來做它的名字，哪裡正

式解得最好呢？如《識論》云，我拿一個證據給你，《成唯識論》第二卷，它這樣

說，解釋「真如」兩個字。

「真」謂真實，真實的意思就是「顯」，「顯」就是指出，指出它不是虛妄的，

這個東西。宇宙萬象，這個現象界都是虛假不實，只有這樣東西是實在的。記住「虛

妄」這兩個字並不是「壞蛋」的意思，是「不實在」的意思。【「如」謂如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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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表」即是「顯」。表示，指出它沒有變化的。變易即是變化，change。

【謂此真實】，即是說這個真實的東西【於一切法常如其性】。在什麼東西裡面都有

它的。常常的本性都是不變的。那一樣東西都是千變萬化。而那個「真如」本性是不

變的。【故曰「真如」】。這是講「真如」的定義。

佛經裡面這是最好的［解釋］。是嗎？如果將來別人問你「真如」的定義呢？你

就托這個［定義］出來。那下面我就解釋這一句而已。在大乘經中，「真如」有種種

的異名。即是種種不同的名稱。或名法界。有些經論叫「真如」做「法界」。那

「界」字是怎樣呢？界是因義。那「界」字的meaning不是當界限解的。

當「因」、當 cause，是「因」的意思。因為「真如」是一切聖法， 聖法即是

佛法。一切聖法都依之而有的，如果沒有「真如」一切佛法、一切聖法都沒有。所依

的因，這個意義在三本論中說到，《辯中邊論》、《集論》、《佛地經論》。這三本

論。有些地方叫做「法界」，是嗎？你讀佛經讀到法界呢？指宇宙本體，多數就會這

樣說，是嗎？或名叫做「法性」。空宗，那些人叫它做「法性宗」。這個「法性」是

什麼呢？就是「真如」了。「性」是「體」的意思，essential  的意思，或者

substance的意思。「性」是「體」的meaning、這樣的義。因為這個「真如」是

一切法的實體、實質。所以，這就叫做「法性」。空宗叫做「法性宗」。為什麼呢？

……

講來講去都講不到那個「佛性」的，只能夠講到那個現象。是嗎？我們要什麼

啊？ 把所有執著掃除了才可以。這個「佛性」是怎樣？種種「諸行」都有生有滅、

有常有斷、有一有異、有來有去的， 只有「法性」呢？嗄？非生非滅、非常非斷、

非一非異、不來不去，「法性」就是這樣的。所有東西都「不」！這個就是「法性」

了。因為你一不「不」，你就有一個 concept，有 concept就遮著你，讓你不了解

那個「佛性」。明白了嗎？或名叫做「空性」；乾脆簡稱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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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心經》呢？啊！《心經》啊！如果你不懂哲學的人去讀《心經》，十個

有九個九都不會解。你看下《心經》去讀，是嗎？「照見五蘊皆空」，如果你照這裡

去解呢？空就是「真如」了。「五蘊」都是「真如」這樣就解錯了。原來這個「空」

是 adjective，不實在的，原來這個「空」是這樣的意思。「五蘊」的，「五蘊」所

成的身體都是不實在的。這樣當不實在的，「五蘊」都是不實在的。

因為「五蘊」是現象界。下面就不是了，「色不異空」，「五蘊」裏「色蘊」不

會離開空性的。這個「空」是「空性」的意思，是嗎？本體；「色」即是現象。現象

不能夠離開本體而獨立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本體不是憑空的。本體就在

現象裏頭的。本體是不離開現象的。「空不異色」是不是呢？你一讀哲學呢？

《心經》哪裡深啊？一點兒也不深。是嗎？為什麼那些人講也沒有辦法講得明白

呢？那個講［經］的人不明白，你知嗎？那些講《心經》的人，中學也沒有畢業。大

學也未［曾］讀過。是嗎？讀過大學也未必看過哲學的書。他就出來講經了。

害死不少人，你不要以為那些人叫有「功德」。他們要落地獄的，很多人，多倫

多有很多地獄等著他們的。不信？你就跟他們去學［習］，你就會跟他們去［地獄］

了。又叫做「空性」。為什麼呢？為什麼叫做「空性」啊？由緣此故，緣是認識。我

們能夠認識這個「空性」呢？就能夠令一切雜染事，令到雜染煩惱等，都「空」了。

不執著；都「空寂」了。所以叫做「空性」。由緣它，修空觀就顯露出這個「真如」

性出來了。修空觀所顯露的性，叫做「空性」。

《雜集論》就這樣的說法。或名叫做「空無我性」；或者叫做「二空無我性」。

有些經論叫它做…很囉嗦［煩瑣的意思］…「空」又「無我」。「我」就是主宰，沒

有那……你執有個主宰就衰了。「無我」，不止你沒有，每一個人都沒有一個

「我」。一切東西都沒有一個「我」的。那個「我」是指什麼呢？獨立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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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無我性」，用空觀、無我觀所顯露出的「實性」［就是］「空無我性」，或

者「二空無我性」。「空」有兩種，一種是「人空」，小乘人修的［就是］修那個

「我空」。大乘人修就是一切「法空」。這就是「二空」。「人空」、「法空」。修

兩種「空觀」。兩種「空觀」即是「無我觀」。空：「人空」即是「人無我」；「法

空」即是「法無我」。

由修習二種空、無我的觀，那就滅了我執和我所執，就把我們心裏、意識裏，執

著有我的這種我執，以及執著什麼是我所有的這種執。掃除這種我執和我所執呢？

自然那個空無我的「真如性」就會顯露，好似跳出來的。這樣就體會到，證得即是體

會。直接接觸就叫做證。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什麼呢？很多的。或名「唯識性」。我們

的識，你如果不溫習呢？就是你自己吃虧。我不再講你聽。 一揭開這本書就說給你

聽，你了解空、有呢？

你最緊要了解三自性，是嗎？三自性呢？即是說世界上一切東西不出三類。第一

類叫做 計所執性。沒有的，是我主觀想出來的，不是真實地存在。第二類叫做依他徧

起性。他就是因緣，依靠因緣和合，它就會出現、［生］起。依他起性，這個是「幻

有」。第三「真如」是圓成實性，即是「真如」。這是實有，明了嗎？

這個我們的眼識、耳識…一直至到第八阿賴耶識，這八個識。你經常說唯識，唯

識就是唯這八個識。別人問你，別人問你的時候，那八個識是三性裏的什麼性呢？你

要答的，如果你出來講學。如果你說 計所執性，那麼拜托你不要說了。你盡說這些徧

遍計所執性的東西。倒不如講齊天大聖更有趣些。是嗎？你說它是圓成實性，那又不

是。那八個識經常變化的，不是。

所以，那八個識都是依他起性。何解是依他起呢？眼識何解是依他起性呢？眼識

呢？以眼識的種子為因，遇著那九個緣和合，九個條件，光明，適當的距離，視覺神

經沒有損壞，各種條件具備，這些緣就具備了。有因有緣一結合，就有眼識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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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所以，眼識是依他起性。

同樣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是依他起性。意識呢？又要靠意識種子，又要靠

第七末那識做根，又要靠我們的大腦做條件， 然後意識才會［生］起，所以是依他

起性。那麼末那識也是一樣。要靠阿賴耶識做根。又要靠阿賴耶識不斷活動，執著它

做境。所以末那識是依他起性的。阿賴耶識呢？它都有自己的種子。「恆轉如暴

流」，很多種子積集而成的，又是依他起性。所以，你不要以為那八個識是好東西。

嘩！阿賴耶識是好東西，［其實］阿賴耶識是壞蛋，又係依他起性，不實在的東

西，是現象界裡的東西。你之所以今日坐在這裏聽法是因為你有阿賴耶識。如果不是

因為阿賴耶識，你已經坐在西方極樂世界說法了。你死都搞不掂就是因為有阿賴耶

識。所以，有些人說：我們修到那個阿賴耶識是很了不起的，可以去死了。我說：這

樣你就去死吧！［如果］抱著阿賴耶識的話。那麼，依他起性只是現象界而已。現象

一定有本體的。

圓成實性就是依他起性的本質。所以，我們那八個識的本質就是「真如」明白

嗎？「真如」就猶如水的質，那八個識就猶如八個波浪。唯識性，唯識者，這就是那

八個識。那八個識的實體叫做唯識性，就是真如。是依他起識的真實體性故。這個又

是《成唯識論》說的。或名叫做圓成實性。

圓者，周 ，無處不在、無時不在；這叫做圓。這不是「圓 」的意思，又不徧 氹氹

是好圓活的意思。是嗎？成者就是恆常不變，叫做成。實者，就是真實。它的本質不

是虛妄、不是不實在的。所以，它叫做圓成實性。

［這裡］已經舉了那麼多名稱，我舉了不夠三分［之］一，我把［一些］重要的

［名稱］舉給你聽。此外復有什麼啊？叫做「實相」。那個相字不是當相狀解的。它

是當體相解的，真實的體相。有些經叫它做「如來藏」。《楞伽經》叫它做「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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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勝鬘經》叫它做「如來藏」。我們所讀的《大般若經》也叫它做「如來

藏」。

有一些經叫它做「佛性」。《涅槃經》叫它做「佛性」。《華嚴經》又叫它做

「佛性」。那本《佛性論》又叫它做「佛性」。有些經論叫它做「法身」。《佛地經

論》，法身就……那個meaning 含藏很多的意義。

改一個名，太煩了。我只講咁多，恐煩不述了。明了嗎？這些叫做「真如」。有

些人學六、七十年看佛經呢，他對「真如」這兩個字都不會解的。你回去認真嚴格［

習］什麼叫做「真如」。你認識之後，你以後就很便利，否則你就是籠籠統統。温

聽不聽得明，李先生？先講完以下的內容。「真如」之名，大乘經中雖多有之，

大乘經有很多，然在小乘經呢？卻絕少出現。因為小乘不講本體論。蓋佛在小乘經

中。蓋者，因為。因為佛，當他講小乘經的時候，他不喜談形而上的問題。 形而上

即是抽象的、超過形體的，即是metaphysics，形而上。何解叫做形而上呢？

 

原來我們中國人就有一本《易經》，《易經》裏有一部分，就叫做〈繫辭〉。

〈繫辭〉如何說呢？「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有形有質而下的東西就

叫做器，器具； 形而上，有形有象以上的，即是超過了形象的呢？這是抽象的東

西，就叫做道。這是《易經》說的，即是抽象的、超過形體的，就叫做形而上，中國

就是這樣［解釋］。 

自從清代末葉以後，我們中（國）清代末葉起，我們中國人大批留學生去外國留

學；而日本明治維新又派大批留學生去歐洲留學。那麼，你不要小看日本人，以往日

本人中文很好，那些日本人去歐洲、去德國，主要是去德國留學，學了歐洲那套哲學

回來。 那哲學裏有一部分叫做本體論。本體是看不到的，所以本體論又叫做什麼

呢？它叫做metaphysics。meta即是超過，physic即是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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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猜日本人做了什麼？他們將歐洲的metaphysics［翻］譯做形而上學。日

本人真係厲害。「形而上者謂之道」，抽象的。中國的留學生，留日的學生受到他們

影響，又照抄［襲］他們［的翻譯］。於是，那些留學歐洲的學生回國後講哲學，又

將那個metaphysics，將本體論翻譯做什麼呢？形而上學，或者有些人不用那「而」

字，叫做形上學。就是這樣來的。但是又有一些人要釐清這是日本人改的，我們中國

自己改另一個。

那麼，改做什麼呢？他說這套形而上學呢？和老子所講的道，差不多。老子怎樣

說那個道呢？「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那就是玄。還有，我們中國魏晉的時候，那

些人專［門］研究那三本書。一本叫做《易經》，一本就是《老子》，一本就是《莊

子》。這三本書都是說一些玄妙的道理，玄之又玄的道理。那些人叫這三本書做什麼

呢？三玄。

 

你如果去查《辭源》，查三玄就是這三本書。研究三玄的學問就叫做玄學。你不

要以為現在的「睇相佬」（看風水的人）就是什麼玄學家。他們這些人連玄學的屁都

未聞過，是嗎？他如果讀通玄學中的一本，他的臉皮就不會那麼厚，出來掛牌幫人看

相。他肯出來掛牌看相的，一定是臉皮厚到那些 rubber（橡皮擦）那麼厚。以往那

些老先生笑別人，那些老留學生，說你的臉皮厚到好似 inch rubber的厚。一吋那麼

厚的 rubber？那麼即是很厚［的臉皮］。所以，那些人 inch of rubber即是取笑別

人臉皮厚。

於是，那些不懂英文的就譯做「燕字蘿把」（inch rubber）。我爸爸做過買辦

的，他會講英文，但是他不懂寫英文，他那些英文叫做「燕字蘿把」（ inch

rubber）。廣州市叫做 Canton，我爸爸叫它做 counton，但係那些外國人又聽得

懂 。 Counton ， 我 是 Countonese 呀 ！ 那 些 外 國 人 就 聽 得 懂 他 在 說 什

麼。one，two，three，他就說 one，two，“the we”，外國人就識聽了。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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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做生意的，Drink什麼什麼…外國人就識聽了。以往的人就是這樣。

那些人笑別人臉皮厚好似我爸爸一樣。「咦！你的臉皮燕字蘿把的厚。」就是這

樣。rubber就叫做「蘿把」。是嗎？

那麼三玄之學就叫做玄學。那麼和那些本體論差不多了。於是將 metaphysics

即是將本體論改做玄學。那玄學很高深的。不是說「睇相佬」那些就是玄學了。我有

一個…你話世侄又可以，你說是同事又可以。［他］叫做宋什麼呢？在電視上講。

學員：宋韶光。

羅公：「玄來如此」，是嗎？真是的。

學員：宋韶光。

羅公：「玄來如此」，他寫玄學的玄。宋什麼什麼？

學員：宋韶光。 

羅公：他是經濟學碩士。在浸信會給他做講師，只有三千元一個月。他不做，他走去

電台做節目，幫人看風水，賺幾萬元一個月。　正正式式一份講師不做，而走

去［幫人］看風水。　現在就富貴了，我看見他買了五層樓。　他帶我去看，

他在銅鑼灣的寫字樓。一連五層，細細層的。　它就好似我們這些樓層。　在

銅鑼灣都城酒家對面，有五層樓。　他叫做宋韶光。星島晚報的宋郁文編輯的

兒子。　現在［他］是盆滿缽滿。　他根本連玄學的書都沒有看過，他去講

「玄來如此」。學員：他「曉撈」（他很會賺錢）。

羅公：嗄？

學員：他「曉撈」世界，「曉撈」。 

羅公：想天下不亂就要沒有這種人才可以。沒有這種人天下就不亂了。有這種人天下

不會不亂的。一定亂的。那麼，把 metaphysics 譯做玄學。那麼，何解叫做

metaphysics呢？Meta那個字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前面的意思。第二個意義

是超過的意思。Physics 就是形體，超過形體即是抽象。那麼何解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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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s呢？好難解啊！原來是這樣的。metaphysics這個字是希臘一位哲學

家用的。希臘最有名氣的哲學家就莫如太古的時候，那個叫做 Thales，泰利

斯。

 

這個是歐洲哲學的始祖。他認為萬物都是由水變出來的。水是萬物的本體來的。

這個 Thales，他之後一代一代傳了很多代之後，就有一位叫做 Socrates的人出現

了。他就不講本體論，講人生。歐洲人把他當作聖人。

Socrates即是蘇格拉底，其地位等於中國的孔夫子。蘇格拉底有一個學生，那

學生叫做 Plato、柏拉圖。這個就是最完整的哲學家。柏拉圖，現在的人都認為哲學

最圓滿的就是柏拉圖。柏拉圖有一個弟子，叫做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亞里士多

德。亞里士多德真的是非常博學。是嗎？

你現在真是想看哲學的書。 你看現代的哲學［會］漏氣。有錢人輪流宴請那班

議員吃飯。那些有錢人請他們去家裏看大屋。派（顯派頭把）那些東西給那些日本人

看。（書房裡的傢俬）日本人不但不領情，他們回去後，在報紙裡寫篇東西來敘述他

們到香港旅行的觀感。 

那個執筆的，你估他們寫了什麼？唉！真是…我們去到香港，那些人請食飯真係

豐富啊！他們住宅裡的享受如何豐富，真是了不起啊！等等。但是有一個特點，他

說：那些有錢的人，那些所謂高級的華人的住宅裡，沒有一家是有一個書房的。他

說：比起我們日本就不同了，我們日本人稍為有間屋佈置都成樣子的，都有一個角落

放書的。所以我們日本人是值得自滿的，這一點［而言］。［意思］即是踩你們這些

香港的有錢人，踩到你們如垃圾一般。是嗎？但是香港的有錢人都不知道這件東西，

而家［現在］的有錢人都仍然是沒有［書房］　的。

學員：社會不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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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

學員：香港和其他社會不同啊！

羅公：社會不同，是嗎？所以，我家裡時時揭一下書，這裡放一本，那裡放一本。我

老婆經常說我好丟架的，別人看見我［這樣亂放］！我丟架？我這是光榮啊！

你學得到我嗎？我本本書都看過的，是嗎？看過全部了。每本書都有鹹姜那樣

的黑線的。你們買的書就沒有的。我這是架勢堂啊！我要在書房門前寫著架勢

堂，這三個字先得啊！丟架？

學員：那些擺在這裡，但未曾動過的才是丟架！

羅公：是啊［有些人］擺在這裡未曾動過的。我還有一個世伯，這個世伯就是王亭之

的旗下（滿人）人。他很多錢！你猜他怎樣呢？　他買兩套書回來，很棒的。

他買了一套《皇清經解》，這是講經學最厲害的。《皇清經解》，《皇清經解

續編》，他買兩套書，用一個很漂亮的酸枝玻璃櫃裝著它。他又買了一套二十

四史，圖文版的二十四史回來。你猜他怎樣呢？他自己讀書…［當時］的書沒

有點句。他自己點不了，他請一個北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他很有錢，買了好美

的硃砂，銀硃，買了一個很好的白石墨硯。用一些銀硃，去藥材舖用一些白

芨，切了它來磨，磨成膠的銀硃，叫那人幫他圈成一句一句。他不會點句，叫

那個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叫他幫他點句，一句一句圈了它（斷句）。你猜

他做什麼呢？圈了它擺在那裡。

學員：讓人看？

羅公：別人來到，讓人參觀。看！這些書我看過的，每本書我都圈了。啊！我真是［

被他］氣死。他又造詩，又請了一個人回來，幫他改詩。是嗎？我看過他的一

首詩，未曾改的。你猜他怎樣呢？「生平好食綠豆沙」。他這樣問我，他說我

的詩見真性情啊！是！真性情！真是真性情啊！你「生平好食綠豆沙」還不是

真性情？這個人姓張的，很有名的。廣州市，你問一下王亭之，他叫做「拱篷

張」。他門口外面有一個拱篷，「拱篷張」。很多錢的，是啊！有的，有這類

人的。

學員：他學李太白啊！他學李太白！

羅公：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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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他學李太白！

羅公：李太白，是嗎？是啊，「生平好食綠豆沙」。好了！就快 12 點了。讀完這裡

先。那個亞里士多德就寫了一本書。寫了一本書，前半篇就講抽象的道理。後

半篇就講科學的、講物質科學的。後半篇叫做 physics，物理學。

現在物理學的字就是這樣來的。後半部叫做 physics ；前半部叫做

metaphysics，叫做「前物理學」。是這樣的，但是他「前物理學」這本東西就是盡

講一些抽象的道理。所以，後來那些人講「本體論」便說它等於亞里士多德前面講的

東西了。所以，［他們］叫「本體論」做metaphysics，日本人將它譯做形而上學。

中國人除了形而上學，還加譯了一個名，叫做玄學。所以，玄學即是講本體的。

那麼，先把這裡讀完。【蓋佛在小乘經中不喜歡談形而上的問題，故此對於宇宙

實體的「真如」，亦不談及。】四阿含經從來不談「真如」，只有一次試過出現。

「真如」那兩個字出現就不是這樣解的。

漢譯那本《雜阿含經》第 21 卷，有這一句話，［它］怎樣說呢？【「以一乘道

淨眾生。離憂悲、越苦惱，得真如法。」】有這一句話。那麼這句話何解呢？「以一

乘道」，它說我用前後一貫的道理。那些天台宗的人，根據這一句以為小乘的人都講

一乘又是望文生義，誤解的。那些唯識宗的人就根據這裡說小乘都講「真如」，可見

小乘都有講，又是誤解的。【或即】，這個或是指天台宗的人和那些唯識宗的人，據

此以為小乘經亦談「真如」。但是今人就勘了，勘什麼呢？ 勘巴利文本。

羅公：喂！那套東西又說要買的？巴利文本。

學員：阿亮說他順道的時候才拿來。

羅公：那麼［今人］勘這個巴利文本，就得知道「得真如法」這句話。在巴利文呢？

原來這句話，我不會解這一句，巴利文的這一句。這句的意思是怎樣啊？「為

得真理，為證涅槃」的意思，這個真如是當真理解的。故不可據以為證。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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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小乘人談「真如」，所以「真如」這個名稱是大乘經裡才有的。什麼叫做

「真如」？［你們］識解啦！好了，今日就只是講到此處，［你們］識解嗎？

回去讀一讀，好了，今日講到這裡。

學員：羅生…

羅公：嗄？什麼？

學員：break啊！吃東西，吃東西啊！茶點啊！吃東西啊！

羅公：break是嗎？今日講到此，好了。

學員：Ok 

羅公：足夠了，今日講到此處吧！ 

學員：羅公，你說你那些要不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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