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麼多，個個你都不是幾滿意。現在我又請問一下你了，你認為甚麼就叫做「不

二法門」了這樣。那麼，他那本《維摩經》，他怎樣講？「爾時」 (維摩)居士就那

時，「爾時」即那時，那時那個維摩居士，默然無言。當文殊菩薩反問他，甚麼叫做

「不二法門」的時候，維摩居士一句聲音都不出。那於是文殊就即刻大讚他了，他說

「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真能入不二法門」了。他說我看你的樣子，連語言都不

能夠說得出、連文字都不能寫得出的這種境界。你已經證入那種「不二法門」了這

樣。

那麼，這樣即是說將本體，那個「不二法門」著重那個本體的，他不過(是)本體

現象「不二」這樣解釋的。他將那個本體說成「離言寂靜」那種境界來講，講都講不

出的。寂的，「寂靜」的，說不出，不可思議。根本是那個離言有點？？？。那譬如

《維摩經》等，如果講論，現在我講那本《大乘法界無差別論》這樣解。好了，這裏

就(這樣)，所以「頓教」，如此「終言」的、「頓超」的，超越一切的這樣。超越甚

麼？超越語言文字，用姿勢來到表示，都是不對的，是嗎？

那麼後來「禪宗」就在這裏創出來，那後來就創了一個「禪宗」。是嗎？「菩提

本無樹，明鏡亦非台」。說「樹」都不對，「明鏡」說是「台」也不對，說「明鏡」

都不對，說「菩提」都不對，那是甚麼？「本來無一物」，這樣就對的。「離言」

的、「寂靜」的境界、「寂靜」。這樣，維摩講不出的時候，文殊菩薩就大讚他。六

祖講不出的時候，他(弘忍)就即刻叫他，傳衣 給他鉢 (六祖)，「菩提本無樹」就是表

示那種，代表這個人說給那個老師知，我都講不出的這件事這樣解釋。

他即刻就要去傳衣 給他這樣解釋。但一答應傳衣 給他，叫他入去，他又講得鉢 鉢

出了。「何其自性本來清淨」，「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又「何其自性能生萬法」，

又「何其自性本無動搖」，是嗎？他到那個時候，他又講得出，無事的。他即是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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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真理分成兩個層次，最高的層次是講不出的，第二層次講得出的。講得出的已經即

是說第一義就「不可說」的，一說「可說」的，已經是第二，第二級低級些。

勉強來到講，已經是第二來的。真正的第一義，本身講不出。那麼你們一看，那

些講《(大乘)起信論》那些，「如來藏」那派，他們說「不二之理」，是嗎？一到

「頓教」，就連「不二」這個名稱都不講的，「禪宗」了。所以，「禪宗」之所以能

造車者就是在此了。不過，爬得太高就很容易摔死就是這樣解釋。

其實，「四教」已經是很足夠，是嗎？再高，他說這樣，我們一看，看到這裏，

我們都知道，各位都知道，已經偏於本體，他說那個本體「不可說、不可說」，都是

本體來的。我們做人，人生日用就不是在本體裏做人的。我們在現象界裏面做人的，

那如何？那麼是不是我們學佛一定證入那個「不可說，不可說」那個本體，把一切世

事全部撇開不理會？他說如果是這樣就不夠高了。

不得圓滿了。如果真正圓滿，當下就是，「一切可說」的事物都是本體，牛屎、

馬尿都是本體，圓融到極。「煩惱」即「菩提」，他說這樣就叫做這個。好了，那就

完美到極了。只是「真不真」是另外一個問題，是美，王國維有一句說話，那個王靜

安有一句說話。

他就說科學就「真」而不美，科學就「真」了，但不得美，科學就「真」而不得

美。「玄學」就美而「不真」，「玄學」就很美的，但不得「真」的。所以王國維要

自殺，他又要求「真」，又要求美。科學是「真」的，但不得美；「玄學」就美了，

他又怕它「不真」。所以人生就變了無歸宿，那他就一死了之，王國維就一了百了。

跳了下去那個北平(的)北海那裏自殺。他說明這個，說明這個本體，現象都是它本體

呈現的，無本體就無這個現象，你不能在那個現象之外求本體。

所以，即是同是黃金的質，又做成金鐲，又做成金獅子、又做成金耳環、金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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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切那麼多東西，都是那個黃金所呈現。所以「一塵之微」亦具本體之處，既然

黃金的質是純的，造成戒指、造成金獅子、造成金牛，你隨便拿一粒金，都是黃金那

個金性之全部，那所以它說因「一微塵之微」亦都具本體之處。它說那個本體那個

「體性」之處。因為本體不能切開一塊、一塊的，本體就是整個的，所以「一微塵之

微」都是本體之處。

這個論證不是很穩的，如果給西洋人來到搞一搞，他不肯接受的。那些西洋人、

西洋哲學家，康德之流一定不肯接受的這種這樣講法。同時，那些「名學家」一定不

肯接受這種講法。「一微塵」就是「一微塵」，怎會得到本體之全？但是他賢首法師

的意思，因為由這個本體所做成的一點微塵，這個微塵就是這個宇宙本體的呈現。

你能夠證得「一微塵」，即是證得整個宇宙的本體。因為本體不是好似買豬肉這

樣，我要這部份就切這部份，是嗎？一是得不到，一得到就是得到全。「一微塵」就

是本體之全。無數那麼多微塵都不外一個本體。無說無數那麼多微塵，這個你執著它

無數，是嗎？這樣，那所以無數那麼多現象，就只是一個本體。無數形象之中，隨便

一個現象都具備本體之處的全體。

如果這樣，一點即是一切，是嗎？本體就是「一」，一個單純一的本體，但五花

百門，有人，又有猴子，又有山河，又有大地，山河大地、猴子、人、百足、蛇、

鼠、蟻不外本體。就「一」即「一切」，一切本體即「攝」，一講到現象界，全部攝

入一個本體。而一個本體即是一切現象界，無二無別。不只這樣，那麼一粒微塵和第

二粒微塵，第一粒微塵，如果你能夠在這粒微塵裏體會到它，就可以體會到本體之處

的全體。在第二粒微塵處裏面，要體會它，亦看到那個本體的全體。

這樣，一粒微塵亦是本體，兩粒微塵亦是本體，無數那麼多粒微塵都是本體。微

塵與微塵，其實你執著它，而以為它是一粒粒而已。其實都是整個本體，那麼這種論

證，是很「玄學」的。不能用「名學」來到論證的，用「名學」來到論證，就是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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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的。因為這樣，所以「事事無礙」，第一粒微塵和那兩粒微塵都是本體，所以這粒

微塵不外於那粒微塵，本體不礙本體。但他又無解釋得到，而事實很「礙」的。

他坐在這處，我又不能同時坐下去的，那麼又如何解釋？如果西方人一定這麼問

你的，那你說「事事都無礙」，無一樣事有「礙」的。那現象界裏面，有很多事物都

有很多障礙的、。那麼如何解釋？「華嚴宗」對這個「事事無礙」，只是張大旗幟而

已，無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的。因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

切」都是那個「一」，「一」與「一」本身不會有礙的。「一」不礙「一」的，那麼

解不通的，「事事無礙」。但是要解通它，歐陽竟無就這樣講，要解通它就要用「唯

識宗」來解。為什麼？「唯識宗」的種子的周遍，種子就遍於宇宙而存在的。

這個錄音機那些種子起「現行」，現在這裏，但是這裏同一個空間、同一個時間

都有其他的種子周遍 的，「一隱一現」的，「無礙」的這樣。他說，歐陽竟無一講着

到「事事無礙」，必須用「唯識宗」的種子的義理，然後可以解得通這樣。那他說這

個「現」了，不用另外求本體的，又不用「寂靜離言」的，無處不是本體。我流鼻涕

了，抹那些鼻涕，鼻涕又是本體，去廁所大便，到處都是本體，是嗎？「圓」了，那

就「圓」了，究極。

那就「小、始、終、頓、圓」。這樣來判教，其實他強為劃分的。「始教」不論

「有相始教」和「無相始教」都並未將本體和現象敲成兩截的，不過，無你賢首法師

那麼冗贅，在那裏講那麼冗(長)這樣的解釋。而且，這些將本體與現象「不二」的，

講幾句你知道就可以了，是嗎？因為為何，這些事要「內證」的，你不證就一味得一

個講字。無用的。如果證的時候，指一指條路給你去證，就不需要講幾多。

所以你硬要說這兩個是「始教」，實在從第二個角度看，全部都是「終教」，不

是「始教」。你說「終教」，就談到「體用不二」，「始教」一樣是談「體用不二」

的。那你現在所謂「終教」，即是你只可以說「終教」，無談作分開來講，只是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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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講到「體用不二」這樣。這樣就可以，是嗎？即是說那個道理，我們這個宇宙裏

面，從一個角度來看，叫做本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叫做現象。分開來講，又…這

個第一級講，第二部，都不是級，我們平排的，第一項我們講，宇宙間我們可以從兩

個角度去觀察。

這個宇…我再講過，就第一項，他說這個宇宙我們應該要從兩個角度去觀察，第

一個角度就看這個五花百門的現象，我們改一個名叫它做現象界。從第二個角度就看

它那個實質，看它內容，我們叫它實質做本體這樣。分開來講，一篇文章都有

「開」、有「合」的。

第二，第二部份，我們要說明，本體和現象不過分開來講而已，講的時候分開來

而已。實際上，本體者，就是現象界的本體，現象者，就本體所顯現出來的現象，所

以是「不二」的這樣，這個第二項的講法，只是有第一項，無第二項不可以的。

但有第二項，無第一項，人又「烏凜凜」（糊塗）。第三項不外是說明甚麼？如

果談到本體，就得超過一切「名言」了，那些相對的，那些「善」的、「惡」的、

「生」的、「滅」的等相對的概念。這些相對概念都是現象界的事而已，如果那個本

體就「不可說」的，是「離言」的這樣。亦要強調這個本體「人之命」，因為現象界

「顯而現」，我們人人知道，不用冗贅。

本體就「隱而難知」，我們就不妨用第三項來加以說明，是嗎？就到講到第三項

的時候，我們又恐怕別人太過偏，「耽空滯寂、離棄世事」，經常鑽入…整天走去山

林裏，來到想證本體，那就遺棄人事了，為人所詬病了。於是他說給你聽，他說我們

不需要說走去山林那裏，摒息一切世事而去求本體的。我們就在世事上面，就體會那

個本體了。

本體即是世事，世事即是本體而已，不是，無分的這樣。這樣就作一個最後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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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那即分四項來說明這樣解。照一篇好的文章，應該四項這樣來說明，這樣

《(大乘)起信論》，只是講了第三項，著重第三項來到講，第一、二項它都無講「乜

濟」(講得很少)，第一、二項講得很少的。那他就說它高，而這個《般若經》、《解

深密經》那些，一味著重分析那個現象界給你知道。又同時就分析完現象界之後，再

指出那個本體，分開來講，喜歡用的方式不同，他就說低了這樣。那就說人低，作文

章都有用種種的方式的，有些就用「開門見山法」來到寫文章，有些就迂迴曲折，來

到最後而「畫龍點睛」的方法，有些(這樣)。

你不能說「開山見山法」就是高了，「畫龍點睛」的方法就是低了。不可以這樣

的，他這種這樣的判教，是一偏之見。但是這樣，我們要好佩服賢首法師，講他公平

的話，我們要好佩服。他很有眼光，知道可以從四個角度來看佛教的道理，這點，看

大乘佛教的道理可以從四個角度去看，這點，真的是超絕古人的這點。

值得我們佩服他到極。因為為何？他能夠這樣看得這麼清清楚楚，其他各宗的大

師有所不及，真的有所不及，你這樣不能說人不好，那他的好處是有這些好處，他這

個人獨具匠眼的。這樣我們一看，看他這個表。我們就知道他是看到，但你不要偏執

他的那種高低之分，我們就知道《大般若經》，我說樣樣都有的，那六百卷《大般若

經》，既有分開來講，亦有綜合來講，亦有說到「不二之理」，說到這個「離言之

理」。

亦玄到極的，這個《大般若經》，那你硬要將那本《大般若經》來到，大乘佛教

徒認為最高的、最高的，將它來到「塞」，「塞」了下去，這些都是「無相」的「始

教」而已這樣。這樣就是很不平的。而且你講這個「相始教」裏面，那本叫做《解深

密經》，(它)裏面有一本叫〈勝義諦相品〉，講這個現象界與本體的「不二」，就講

到很透徹的。甚麼「塞」(說成)它「有相」的，這樣「塞」(歸類)下去。

則撇開他那些一味覺得自己那些第一，別人最後，撇開他這種心理，賢首法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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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獨具匠眼的、很了不起的一個大宗師來的。好了，那麼這項講完了，要(開始)講

它教理了，是嗎？這項第幾項？「華嚴宗的判教」講完了，這項叫做「華嚴宗的判

教」。

聽眾：第四、第五。

羅公：第四，它現在講第五項。

聽眾：是。

羅公：我就介紹你看霍韜晦那篇文章，(《如來藏與阿賴耶識》)。

那篇文章，如果你們哪個需要，看過的，就不需要了，未看過的，我(借你們)影

(印)，你們可以找人來影(印)那幾頁而已，放幾頁來影印。一、二，一頁、兩頁，那

麼大頁的影印要兩毫子的。一頁、兩頁、三頁、四頁、五頁、六頁、七頁、八頁、九

頁、九頁，這裏九(乘)二就一元八毫(角)。

有無人要的，有的就找一個人，推一個人去影印了它，下一次帶回來。有無人要

的？他這一篇文章叫做《如來藏與阿賴耶識》，就在那本叫做《中國學人》(雜誌，

第六期)的。這篇文章值得看的，幾好的，他以一個「唯識宗」的人而很客觀的來到

講，講這個「如來藏」的淵源，講得相當好，而且他參考好多日本的學者的結論。有

無人看過這一篇文章？《如來藏與阿賴耶識》，關於那個「心」字，那個「心」字，

一個就叫做「集起心」，講那個「心」，普通的就這兩個不同的意義，第一點就叫做

「集起心」，第二個意義就叫做「肉團心」。

「肉團心」者即是我們的心臟一團肉，我們解剖開來的那個好似豬心那個心，叫

做「肉團心」。另外一個意義就當作「集起心」，那現在所用的就指那個「集起心」

來解釋，「集起心」就是一個梵語，這個 citta這個字，不是叫 sit的，不是 sitta

的，是 citta，citta，音(作)「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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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義理上用，這個 citta就當「集起心」這樣解。怎樣叫「集起」？「集」

者，集合了那些事物，「集」者集合。「起」就「生起」，集合很多功能而「生起」

作用的，即積集很多功能，又能夠「生起」作用的。即具備積集功能，第一個意義。

和「生起」作用，具備兩個意義的。這個「心」叫做「集起心」，這個當然是「無形

無相」的「心」了。

它又不是所謂「靈魂」，因為「靈魂」是「常」的，這個「集起心」除了「華嚴

宗」之外，都不是說它是「常」的，這個「集起心」是「無常」的，所以不能夠用

「靈魂」來到代表。「集起心」，「唯識宗」解釋最清楚的。「唯識宗」解它的，指

它是一些功能，即是一個小孩子，他將來是一個大醫生，我們說你這個小孩子，他自

小的時候，已經具備做大醫生的功能了這樣。

這種功能不只他有，很多孩子都有的，不過你的教育，以教育作條件，引發他這

些功能，他將來可以做成一個大醫生，或者做成一個大工程師都有的。那些隱而未現

的功能，佛教徒、「唯識宗」就叫它做「種子」。就用譬如好似一粒穀種能夠生禾，

現在雖然未生禾，如果條件具備，那麼這粒細細粒種子會生出禾苗出來的，所以叫它

這些潛藏的功能，就叫做種子。

他說我們的「心」有一種這樣的作用，能夠積集很多「種子」，譬如一個人，譬

如一格格，他如果生在非洲，他可能做一個阿敏(70年代烏干達總統)那類「土王」都

說不定的，為何？那種環境容易製造出那類人，而他亦有阿敏那種同類的種子。但如

果他生在一個科學的家庭，可能造成他是一個科學家。如果他生在一個醫生的世家，

自小很有醫…受父兄的薰染，他又有機會入到醫科大學，他又會做成一個名醫。那即

是每一個眾生的「心」裏面，有很多功能，有物質的功能，他說甚至到我們的身體都

由「心」的功能來現起而變的這樣。

宇宙萬有之成為宇宙萬有，就(是)所有一切眾生的那個「心」裏面，所含藏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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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物質的功能顯現。這種功能顯現，而成為…顯現者，這個「現行」，「現行」(是)

一個名詞，即是現象而已， appearance，「現行」。「種子」就即是一種

function，那種「種子」能夠生起「現行」了。這樣，至於怎樣詳細解它，「唯識

宗」的事了。我們正在解釋它，他說每一個眾生都有一個「心」，有一個「心」，這

個叫做「集起心」，能夠積集很多功能，而(於)將來會「生起」種種現象的。那麼這

種這樣的講法，和中國人那種「人皆可以為堯舜」，個個都有「堯舜」那類聖人的功

能。只要你策勵自己，受良好的教育，得到良師益友的幫忙，你就會成為一個「堯

舜」。

但是同時你有「桀紂」那樣的功能，如果你群在那些殘暴、凶殘的人，你自然會

受薰染，而引發你那類「桀紂」那樣的種子，成為一個暴君。那麼那個機竅就在那個

「集起心」裏，那麼這個「心」，如果在「唯識宗」來講，那個「集起心」叫做「阿

賴耶識」，我的第八識，那個第八識就能夠攝藏 做聖人的種子，和做暴君的種子。着

將各種種子都攝藏在這裏，與生俱來，遇 甚麼條件、遇 甚麼環境，就引發起那些着 着

種子。你就會成為一個或做聖人、或做暴君，或做碌碌之輩，碌碌無奇之輩，或做英

雄人物。

這樣，他說這個(心)這樣叫做「阿賴耶識」。這樣，人人講「心」，就講這個

「集起心」，但是「華嚴宗」他就不是，他就講一個「真常心」的。這個「真心」，

「真」者不是「虛妄」的，真真正正存在，而且很有價值的這個「心」。因為為何？

它含藏有一些成佛的種子，含藏有一些做聖人的種子，固然它亦有一些做「惡」的種

子，但是我們可以避免。

他說這個「心」是「真心」，不是「虛妄」的「心」，而且這個「心不隨形骸而

俱滅」的，「無始之始」已經存在，一路至到「無終之終」都「不滅」的，所以稱為

「常」。我們有一個「真常心」，但是，大抵你會問，是不是每人一個「真常心」這

樣？他很難答你這句說話的，他亦可以說每人一個，但是到最後的時候，到最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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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體」的，到最後就這樣的。這樣，慢一步，你就了解他這個「真常心」的怎樣來

了。那麼在名理上，在邏輯上，這樣就不是幾通的。不過它在玄學上，它總之是好美

的。

「真常心」，那這個「真常心」怎樣來的？就在那些佛教的大乘經裏面，那個講

「如來藏」這樣事，由它，由這個「如來藏」這個名詞變化而來的。那現在講到「如

來藏」，那個「如來藏」是甚麼來的這樣？原來有一本叫做《如來藏經》，和一本叫

做《楞伽經》，說到我們每個眾生有一個「如來藏」，換言之，即是賢首法師說每人

有一個「真常心」。

有一個「如來藏」。這個「如來藏」，這兩本經等，很多經講到有一個「如來

藏」。「如來藏」這個「心」，這三字怎樣解釋？我們要解釋它這個名字，經裏面無

解釋的，它只是說「如來藏」，那我們怎樣解釋這樣？這個「如來藏」後來又叫做

「佛性」，禪宗人就叫它做「佛性」，就那樣「如來藏」這個字怎樣解釋？我們就要

引甚麼？引這個世親的《佛性論》了。「唯識宗」那個世親論師，這個人，一個人而

兼通大、小二乘，這個了不起的人物。他造了一本《佛性論》。

因為他的《佛性論》不外解釋那個《如來藏經》裏面的「如來藏」，和《楞伽

經》那個「如來藏」的。而且當時那些人談到「佛性」，將他那個來到解釋。他說

「如來藏」者，就(是)佛，這個佛就不是會食飯、會睡覺那個佛，而是成佛那種「德

性」那個抽象的佛。即是這個「佛身」，不是這個佛的肉身，不是佛，佛的「格」。

但它又不是肉身，所以只可以…這個「如來」就指那個佛之所以成為佛那種「性」。

那種「體性」，佛的「體性」，叫做「如來」。

那個「如來」即是「佛」的「體性」了，是嗎？那個「藏」字又怎解釋？那個

「藏」字，就胎藏這樣解釋，那個「蘇蝦仔」(嬰兒)未出世的時候，在那個媽媽胎裏

面，那個包 他的，那個叫做甚麼？那個胎，總之是胎。「藏」就是胎來的。那「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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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胎，即為什麼「如來」的胎？用簡單來到解，每一個眾生，你那個識都有一個

「真常的心」。這個「真常心」裏面含藏有成佛的功能，換言之，你是，每一個眾生

都是未來的佛。

這個「未來佛」現在不是，現在我還拿 一枝東西，抽住一口煙，不是佛。但是着

我的「心」裏面，我「心」裏面，已經包含了我未來成佛的佛的一切功能。我們包含

了在那處了。所以現在我「心」雖然不是佛，但我要含藏了一個「未來佛」在這，所

以我的「心」，這個就是「真心」了。是「未來佛」的含藏處，這樣，「未來佛」的

胚胎，即是可以說這樣解釋。那個「藏」字固然可以這樣，作胚胎那樣解，名詞。

但是，我們要留意，梵文即是 sanskrit，和其他的文字的結構有多少不同的。大

概公元前二千幾年前，又有人說二千年，有人說一千九百幾年，有人說二千幾年。現

在的西洋人和日本人考來考去，都考不到它那個正確年代。不過，印度人最缺乏就是

編年史，是嗎？那它有一個人叫做 P iniāṇ ，有一個人叫做 P iniāṇ ，這個 P iniāṇ 就是

印度最出名，最權威的語言學家，古代的語言學家，梵文就經他整理的。

最初用梵文寫成的書，就印度那四本 veda，那四本《吠陀》。《吠陀》就是用

這種文字寫的，用這種 sanskrit文字寫的。就是大梵天王落來人間講的。其實我們就

說，不知道它的起源於何時。總之最早用梵文寫的就那四本《吠陀經》。這樣，哪些

人造的？不知道。

不過，我們知道得到的就有一個叫做 P iniāṇ ，就曾經將《吠陀》裏面所用的語

言，的 languages，來到分析。分析的結果，他就訂立，他寫了一本文法的書，世界

上最古的文法書，這本薄薄一本文法書，裏面就有百幾條文法的 rules、規律，好似

我們讀舊時，你們現在那些，現在你們那些香港讀英文，就不用讀 grammar的，我

們舊時讀書的時候，已經有一本"let’s read grammar"，由 book one讀(完)，由

book two讀完，book three這樣的。那些先生拿 一把間尺，要念那些着 rule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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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全班就甚麼、甚麼」這樣，逐個逐個，next、next這樣叫。

叫起來身來到念那些，那些 definition就不同了，念那些 rule的。那 P iniāṇ 做

那本文法書，就有百幾條 rules的、百幾條規律的。那麼就經他一整理過，梵文就變

成一種好有規則的語言。這種語言，它每一個字有一個「字根」，叫做 root，有一

個「字根」。在那些「字根」前面加些字，加一些「字頭」，那些叫做甚麼？

prefix，是嗎？再在那「字尾」那處加些變化，那些叫做甚麼？suffix？是嗎？

聽眾：suffix。

羅公：suffix。這樣加「字頭」，在那個「字根」處加些「字頭」，加些「字尾」，

就千變萬化，忽然間可以做 verb，忽然間又可以做形容詞，忽然間又可以做

object，忽然間又可以一望它那個 suffix，知道它是 object了。

又即是一望它，知道它這個 object of preposition，前面應該有 preposition，

有些一望到它那個「字尾」，要你看看它那個 suffix就知道，這個字就是做 object

of the verb，這樣一望那個「字尾」就知了。就看看那個「字頭」，這樣就又知道

它的變化怎樣了。例如：這樣，譬如「食」這樣，它在那個「字頭」加一個 a，一個

a字音甚麼的，那個意義剛剛相反，就變了不食了。如果英文還有很多，那個「不」

字，有一個 a「字頭尾」的。梵文又是這樣的。梵文的頭有一個 a音的，又有一個

「不」的意思這樣的。

這樣，就一有「字根」就加 prefix、suffix等等，就搞到千變萬化。那麼怎樣就

…於是一變，就變成一種甚麼？實際上印度無一個民族講這種語言，完全變成一種

「人工語言」。因為何解？他覺得 rules太多了，是嗎？不是人人都懂，每講便錯，

隨便講就錯的。那麼是哪類人講的？是那班「婆羅門」階級的那班人，那班人有閒階

級，僧侶階級。整天在那修院裏，在那個經院裏面，有空就對 這類文字。那類人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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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用這類文字，甚至到演講的時候，用這類語言。無的，即是天主教徒怎樣？用拉

丁文來念經。如果他真要出席嚴肅的場合，他會用拉丁文講的。

這些都非普通人所得的，這個又是一樣。那麼當時這種語言，非普通的平民所能

夠講得到的，寫亦不簡單寫到。是那班僧侶階級專用的。佛在世當時說法不用(梵

文)，他說這種梵文叫做「雅語」，叫做 sanskrit，譯作「雅語」，另外，世俗那

種，「雅語」是「人工語言」，另外有一種真正那些人講得出的語言，那些就叫做

「俗語」了。pr k taā ṛ  (prakrit)，俗語了。佛在世，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釋迦牟

尼佛他會講「雅語」的，他受過「雅語」教育的。但他禁止，他說法不用「雅語」

的，用「俗語」講的。

現在人人以為釋迦，那些梵文、那些經典，用梵文就當然(是)釋迦佛用梵文講。

不然，他不只自己不講「雅語」，他交待那些弟子，如果你出去弘法，宣傳我的教

義，不准用「雅語」，要用「俗語」，平民化，因為你用「雅語」，那些老百姓、奴

隸不聽得懂。他說我要你講我這套教義要人人聽得懂，「戒律」裏面有一條不准用

「雅語」，叫弟子不得用「雅語」說法這樣的。所以現在的人「烏 」冧冧 (糊塗)，以

為佛說法就用梵文這樣，剛剛相反。這樣，他一整理過之後，P iniāṇ 在那本文法書裏

面有句話，他相信這樣，他說世間上所有「一切名」，「一切名」……賢首這位華嚴

宗正式的大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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