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這個真心顯現，「萬象紛然」，什麼又有，又有香水、又有牛糞、又有豬糞，

那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紛然出現。結果，每一樣東西都是這個真心的全體顯現。而

現象裏面，每一樣東西雖然是互相交錯、互相參合，而並無雜到。因為為何？都是一

個真心，「參而不雜」。那個時候就怎樣？「一切即一」，「皆同無性」。在未講之

前，「繁興大用」。「起必全真，萬象紛然，參而不雜」。

這裏，我就寫了賢首法師在另外一本書裏，講的那個，那幾點，我寫給你看看。

「繁興大用，起必全真」，用這句來到解釋好了。即是「曦光」，不是，「用則波騰

鼎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即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即是一句。他說我們用就現象

界，現象界(是)些假的事。我們從現象界去看，就「波騰鼎沸」，現象界不斷那麼風

起雲湧，今日就蘇聯侵阿富汗，明日阿富汗放這個美國人質等等，後日就說聯合國開

會等等，他說「波騰鼎沸」。

就現象界來講，「如波之騰、如鼎」。那個熱水爐的水滾一樣，「波騰鼎沸」這

樣多。那就「繁興大用」，是嗎？雖然是「波騰鼎沸」的「用」，但是「全真體以運

行」，每一個波、每一件事，都是整個真心體顯現這樣運行。「運行」者，顯現出

來。「運行」者即是具體地顯現出來的，「全真體以運行」。他說就體來講了，就那

個本體來講，這個即是這個真體了。

就那個體來講，大用雖然如雲那麼多，但是它就體來到講體，它無。那個真體好

似一個鏡那麼清淨，能照萬物，萬物照下去，狗打架，鏡照到狗打架。而那個鏡裏

面，實在無狗打架，是嗎？一個美人坐在這裏，搔首弄姿，你即管讓那個假相映出

來，但是這個鏡裏面，並無美人在這裏搔首弄姿。

你說無嗎？，有，假相就有。就那個體來講，如鏡之淨，如水之澄清，「舉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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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會寂」。整個本體跟 眾緣，眾緣和合而起出，而生出那個「波騰鼎沸」的現象着

界。但雖生出無數那麼多現象，到底都合這個本體的寂靜的。「不離本體的寂靜」，

「會」者，合也。

「舉隨緣而會寂」。他說這樣一個真心，本來就好，它本身就很澄清的，但是它

所怎樣映現出來的？就是宇宙萬象，它說那個，然則那個真心，這個真心，好似一個

上帝這樣的。然則，他就有意想變，是嗎？那個「真心」，他不怕麻煩嗎？變出那麼

多事物，是嗎？他說不是，「真心並無二」，如果有二，它就「住於自相」了。

它「不住自相」，「不守自性」了，「以無住為性」。它無意去造，但是無意去

造，自然就光照萬方了。「若曦光之流彩，無心而朗十方，如明鏡之端形，不動而呈

萬像」。他說那個本體並無意思想造出那麼多古靈精怪，又造出阿甲魔鬼、又造出阿

乙這個人類，又造出阿丙這個聖人，又造成阿丁一個將軍了。

一會又造出那裏火山爆發這樣，一會又造出那裏發生革命那樣，他說並無這樣的

意思。好似甚麼？他說好似一個「曦光之流彩」，朝早的那個太陽出來。「曦」者晨

早的太陽，好似晨早的太陽之流出的那些光線出來。我們自然看到它五顏六色，應該

其實它無意思的表現那些五顏六色的給我們看的，是我們自作多情的，「若曦光之流

彩」。

它無心變出那些七彩出來。但是雖它無心，「無心而朗十方」。「朗」者「照」

也，無心想給你表現給你看，而自然十方被它照到了。它又「如明鏡之端形」。好似

一面鏡。「端」者端端正正這樣放在這裏，實在那面無動的明鏡。「不動而呈萬

像」。那塊鏡不用動的，自然你這些人在這裏，你照、我照，萬象都在那個鏡面前照

出來。那即是這個，所以那些人說，有一位基督教牧師，他說這個就是上帝的心，這

個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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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這個是上帝，有一個牧師是這樣，說這個就是上帝的心。上帝的心就無心，

但是他照到十方，他這樣解釋。似的，他這樣的說法，因為它這個是宇宙心。不是

「個人的心」，那就整個全宇宙的大心。他說我們個人的心是假心來的。他說到這

裏，佛家就可以放棄了生死輪迴的學說的，為甚麼？我們每一個人生死輪迴，就每一

個人的心的生死輪迴而已。

但生死輪迴，你拿不出證據來的。他不用拿證據的。他那個大心自然就(是)你一

個人的一生一死，就好似那個波一沉，一起一沒而已，不用跟你說輪迴的，是嗎？他

說不需要生死輪迴的，不用講生死輪迴。你講有生死輪迴，有沒有？有亦得，無都無

問題的。你可以這樣答他的。所以熊十力他就有一些這樣的意思。你如果是照唯識那

樣講，你不能放棄這個生死輪迴的講法。但他就將那個甚麼？將「舊唯識」不要，改

過「新唯識」。「舊唯識」就每人一個「心」，他「新唯識」整個宇宙一個心，取

《華嚴經》這個大心、真心。所以熊十力說不需要講生死輪迴。

他(說)有亦無妨這樣，他只是這樣說的。照他這樣(的)講法，那個宇宙心、甚麼

都可以呈現，但所呈現的那些都假的。你說有生死輪迴，有又怎樣？又是假。無又怎

樣？無的它不出現。要出現，甚麼都可以出現。要不出現，甚麼都可以是假的。是

嗎？你說他用來解釋這裏就好到極了。

聽眾：羅先生？

羅公：嗄？

聽眾：但這處好像不合理。

羅公：他譬如這個雲彩，用來譬如那個本體，並無心想現出這些東西。不過，它的自

然就流行現出來，它甚麼都現這樣，這樣解釋的。凡是玄學，一講到形上學，

講到這一部份，講到「妙」之處，它就脫離了邏輯、脫離了認識論。

唯識宗的人就不肯這樣講，就是處處顧及 那個邏輯。它不肯這樣講的，唯識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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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願意這樣講。因為他(們)怕被別人駁回的，你一駁，駁到他怎樣？可以駁到他

零零碎碎的，「 」瓹 (鑽)出來這個辯論之壇，這個被人打到七零八碎的。凡是玄學的

東西一向都容易被別人，別人一拿出邏輯出來、一拿出認識論出來，你就七零八碎

了。所以，說他這些到底是魏晉南北朝玄學的支流，就不是真正印度佛教的正統，就

這樣而來。

你一拿邏輯出來、一拿認識論出來，他手忙腳亂的，手忙腳亂的。所以賢首法師

在武則天的時候，雖能造到那麼好文章，而唯識宗的人一點也不理會他的、不要他

的。那麼駁到他七零八落，但是他這樣，很美，是嗎？你不能否定他美，他覺得那個

宇宙都不知道多美麗的，這個美麗的。他無消極的，你看他無很消極的說法，他無消

極的。「繁興大用」，甚麼都可以。

「各色其盛」，宇宙裏面，《華嚴義海百門》，有一本書就是賢首法師造的。那

本書是他精心的傑作來的。那好了，那麼後面繼續解釋了。如果這樣，一切就即一

了，怎樣一切即一？從兩個方面解釋，一切就指無常無邊那麼多的現象，一就是本

體、真心，一切現象界都是由這個真心顯現，所以一切現象，即是一個絕對的唯一的

真心。

那麼就體用相對來到講。第二解釋，一切即一，是完全在現象界來講的，不講本

體的，一切即一怎樣？這個煙灰缸是一切中的一件，是嗎？當我們集中精神去(注

意)，只是覺得有煙灰缸，未曾有暇顧及其他東西的時候，這個煙灰缸就控制到我們

整個質、整個心。而我們的整個心就是我們的「真心」的全體顯露的。

那麼，就是這個煙灰缸裏面，我們可以說，就可以代表整個本體了。那麼，煙灰

缸是整個本體，這個錄音機同一樣道理，錄影機又是整個本體。再同一道理，那個廁

紙籮，又是整個的本體。廁紙籮又是本體，乃至牛糞、馬糞、那些「架步」(色情場

所)裏面的妓女、那些最「邋遢」(污穢不堪)那些，總之最「邋遢」(污穢不堪)、最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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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東西，每樣都是一個「真心」的顯現。但真心只得一個，是一的。他說現象就無

量那麼多的，無量那麼多現象。

就「體」論「體」，那樣的時候，煙灰缸就即是錄音機，錄音機就是廁紙籮，亦

是那個佛身了，是嗎？即是「佛身」，都是一，一切即一。每個現象相互之間來到講

一切即一，明不明白嗎？一切東西都是同一本體。這樣，那即是幾多百現象，即是這

個現象了，是嗎？這個即是本體了，從數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即是本體了，但是本體

是一個，一個本體了。這個又是一個本體、那個又是一個本體。

那個人又一個本體，那個人一個本體，他又一個本體。這張桌子又一張本體，每

一個都是那個本體。但本體是一個而已，那又即是煙灰缸即個這個，這個即是等於那

個而已。那個，那個，之後那個，那麼多個便即是一個了。一切，那麼多現象都是一

個現象。是嗎？一切東西等於煙灰缸，是嗎？一切東西又可以等於，連到伊朗那個高

美尼的那些頭毛都是等於這個。

即是這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麼從現象與現象之間來到解釋一切即一。第一

個就體與用相對，用就多，體就一。即是現象就多，本體就一。體用相對。第二個，

每個現象之間相對，所有現象等於這個現象，又所有現象等於那個現象，便一切即

一。一切即一。

聽眾：是否「華嚴」，只是「華嚴」這樣解釋？

羅公：嗄？

聽眾：是否華嚴宗是這樣解釋？

羅公：是，當然是了。

聽眾：不是，那唯識宗不是這樣解釋？

羅公：唯識宗不要的，不是這樣解釋的。唯識是用他甚麼？用他甚麼？體用相對就可

以。體就一，用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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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他已經不對了。

羅公：用與用之間，不講的。不講一切即一的。但華嚴宗就不只這個講了，連用與用

之間都講。

聽眾：不得究竟了。

羅公：嗄？

聽眾：被人駁了。

羅公：那麼就華嚴宗的東西，你真正抬出邏輯來，它是紮不穩的。不過它好美，我們

當它這套思想真美麗了！令到你一路想、一路想，你入觀就觀它裏面，真的令

到你怎樣？飄飄欲仙，你入觀，觀它這個我就是整個世界、我就是那個真心。

這個真心我坐在這裏，一點也不動，但是我「繁興大用」，整個世界就是我，

無東西不是我。那個木星那裏，那個土星裏面，那條光帶都是我、甚麼銀河、

世界都是我，我的真心顯現到。那你入這種觀的時候的那種境界，你便是飄飄

欲仙，是嗎？還好過吃大麻。

聽眾：那就「死」(不好)了！

羅公：嗄？

聽眾：吃大麻就「死」(不好)了！

羅公：都好似吃大麻的這樣東西。

好似坐在這裏不動，覺得好似萬花筒那樣。所以，有位禪宗的法師，他讀完《大

乘起信論》，又讀讀賢首法師，就是融熙法師，他說他找那麼多東西講，再講多十年

都可以的這些東西，容不易的，他一路這樣講講。現在，假使有十卷，講夠一百卷亦

可以，再講夠五千卷都可以的，講之無盡的。講完它不是一樣你死的時候，便瞪大雙

眼死去。是嗎？又是的，是嗎？你硬是飄飄欲仙那樣，到頭來，你都不免，你想到又

怎樣？你都不免一死，到死的時候，便兩眼「一翻」。又有何用這樣？融熙法師，又

很難怪他這樣。

因為他禪宗的東西，都以不講為「妙」，它講之不盡的，你說他怎講，無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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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這樣講有何好處？只是自己陶醉而已這樣。融熙法師，他這些是，當時都未有

大麻流行，這個人都是自我陶醉，自己起幻想的這樣。無用的這樣，那麼好的東西，

那麼美麗的東西。居然又有那些學禪宗的人，說他一點也無用，那他最刻薄的了。到

他死的時候，便兩雙眼瞪大這樣。好了

這樣，一切即一，怎樣一切即一？一切現象都是無性，這個無性的真空。這個真

空所顯的性，性就是宇宙本體的一切。那就這一點來講了，一切即一，「皆同無

性」。反過來，一即一切，一個本體，一個真心便即是宇宙萬象，一即一切。現象與

現象之間，一個現象即是所有現象，一即一切，但雖然一即一切。

你不要以為無因果，「但因果歷然」，無因就不能生果的。雖然你的真心就是一

切現象，但是如果你想變水，你無氧、無氫，你不通過電，將那個氧和氫再一起來到

通電，你就產生不起水的。雖然是無量現象都有在這裏，但是因果之法，就歷歷而存

在。他又不是否定因果的，那你看他又好似矛盾那樣。

是嗎？一即一切，而「因果歷然」，你加一個「而」字在這裏，你更加明白了。

一切即一，「而皆同無性」。一即一切。「而因果歷然」這樣你更加清楚。「力用相

收，卷舒自在」。「一」，怎叫做「力用相收」。無數那麼多現象，一個現象就等於

其他一切現象。那即是每一個現象就有力量，收了一切現象在它本身裏。「力」，那

就整個宇宙捲在那一個東西裏。

再舉一個例，一個煙灰缸即是整個真心。而所有現象，每樣現象都是那個真心的

顯現。那真心只有得一個，所以一個煙灰缸就收了宇宙萬象，無數那麼多星雲都被它

收了。它有力量收了，把一切現象界的事物，就捲了入去它這個煙灰缸裏面。他說

「力」可以相收，是嗎？那卷了。你看它這個，譬如你看它這裏了，那個注相當好。

他說一有力收多為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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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煙灰缸有力量收了無數那麼多星雲，有這樣的作用，以這樣為用。如果這

樣，「則卷他一切，入於一中」。那就把這個宇宙萬象，

都卷了入去那個煙灰缸裏面，「入於一中」。入一個煙灰缸之中。隔一行了，他說多

有「力」收一為體。宇宙無數，宇宙間無數那麼多現象，是多了。但每一個現象都有

「力」，攝收這個唯一的真心做它的體。

那麼，即是「則舒己一位，入於一切」。如果這樣，就可以把自己擴大到一切。

這樣，這些叫做「重重無盡」，那就「重重理事無礙」了。「理事無礙」就怎樣？理

就這個真心，事就萬象，真心即萬象，萬象即真心。就「理事無礙」，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一個現象即是等於無量現象，無量現象即是一個現象。

那麼就事與事之間「無礙」，「事事無礙」。後來，「四法界」就由這裏產生

了。他說這樣能夠瞭解到入這樣的觀，隔四行，就名「一乘圓教」。「一乘」即是絕

對的，無其他的東西，其他甚麼佛的教都攝入它裏面。只是並無「三乘」，只有它這

乘而已，它「圓教」了。無所不包的教了。以上就「論五教」。有沒有問題？深不

深？你覺不覺得深？你明不明白他這段文字？回去想想就可以了。

聽眾：不過不是很明白。

羅公：嗄？

聽眾：他的教義不是幾了義。

羅公：「了義」、「不了義」另外一回事。現在只是介紹他那個華嚴宗。華嚴宗……

聽眾：是，即是介紹它，但千瘡百孔……

羅公：是的。如果你用現代哲學來到看，它是千瘡百孔的。

聽眾：是的，便是。

第七點，第七張，「勒十玄」了，為什麼是「十玄」？十個「玄門」，「玄」者

深奧之理。用十個深奧之理，依據這十個深奧之理，來到觀察這個現象界，「十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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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勒」即是制定，好了，制定這「十個玄門」來解釋這個現象界。其實，怎會只

得「十玄」，你講的「千玄、百玄」都可以，是嗎？好似融熙法師講了你一世都可以

的。

他不過舉十樣為例而已，華嚴宗的人說還有一種怪脾氣，甚麼都喜歡十的。甚麼

不夠十，他都弄夠十的。其實，有很多可以合併的，他偏偏要弄到十個，「十玄」。

第一，那個「十玄」即是十個「玄妙之門」。他這裏又受老子影響，老子講甚麼？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他用十個「玄門」來到解釋這個現象界。這樣又是地道東

西來的，將佛教多少滲入，又拿多少老子的思想，就弄出一個「十玄」了。「第一

門」，金與師子同時成立。圓滿具足。

隔三行，「名同時具足相應門」。「門」字，我們當角度解釋，他說當我們看這

個現象界的時候，隨便取一個現象來到看。例如，將一隻金獅子來到看，當我們看見

金獅子的時候，一方面就有金的本體，是嗎？一方面有獅子的幻象。這樣他說一個金

獅子有體、有用。是嗎？有真、有假，齊備，金與獅子同時成立的。金不離獅子，獅

子不離金。本體不離現象，現象不離本體。

這樣，每一個現象都有體、有用，都圓滿到極。「具足體用」，「體用具備」，

「圓滿具足」即是體與用都具備，那麼這個觀點來去看現象界就每一個現象，現象界

都是「圓滿具足」、「圓滿無缺」的。那這個觀點來看，就叫做甚麼？「同時具足」

了，同一個剎那之內，而「體用具備」的，而且「體用具備」，相應的。體，是用的

體，用是體的用，不相離的這樣。

那這個角度，就叫做「同時具足相應門」，他說我們看現象界，要這樣看，不要

孤立來看。第二，隔一行了，二若師子眼收師子盡，「則一切純是眼，若耳收師子

盡，則一切純是耳」。這句難解釋一點，那隻金獅子有一對眼的，有一隻獅子眼，他

說這隻獅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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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以為它是那隻師子的一部份而已，當我們集中精神去看這個獅子那隻眼

的時候，就(在)剎那裏面，我們就捨棄了其他東西，我們的心所見到的，只是一隻獅

子眼而已。那這隻獅子眼，剛才說就整個真心的顯現了。那麼，其他所有無量的現

象，都是這個真心的顯現，那麼然則照這樣來看，一個獅子眼，就整隻獅子被它收在

裏面。整隻獅子就是它真心的一面的。它是金來的，一隻獅子眼在那個金的全體。

這樣，一隻眼收整個獅子相。即是任(何)一件現象，就收了無量現象在裏面了。

「若耳收師子盡」。當我們看那隻獅子耳的時候，獅子耳又囊括了所有的獅子的全部

份了。那麼，那時候就一切都純是耳，只是耳。那個時候並無其他東西，那剎那。即

是如果這樣的觀點，即是說就一個現象，就可以包括其他現象，就這個這樣來到看

的。隔一行，「諸根同時相收，悉皆具足」。

那個獅子有「六根」，有眼、有耳、有鼻、有舌，隨便一根都包括了其他各根。

每一根裏面，包括其他東西具備了一切東西。即是說一個白癡的人，他一切聖賢的頭

腦，他都包括了。「悉皆具足」。如果這樣……下面那欄了，「則一一皆雜，一一皆

純，為圓滿藏」了。他說如果這樣看，每一樣現象，你都可以說它「雜」。為甚麼？

一隻獅子眼就包括了獅子耳、獅子鼻、獅子尾了，那就「雜」了。

就那個觀點來看，但如果當你捨棄其他不理會的時候，只看它獅子眼，就純獅子

眼，那就每一樣，不論獅子眼好，獅子耳好，每一樣都其雜無比，每一樣都其純無

比，「一一皆雜，一一皆純，為圓滿藏」。他說是最圓滿的，每一個現象都是一個極

圓滿的庫藏來的。即是每一樣東西，即是世界上每一樣現象，都包含整個世界的，

「為圓滿藏」。即是耳、鼻、舌、身等，那就(是)雜了。隔離那行下面那裏，「耳非

眼等皆純」也。

但當你只是看它的耳的時候，耳就不是等於眼了，這樣就這一點來看，就是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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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樣都是雜，每一樣都是純，那即是同一樣東西，又「雜」、又「純」，「自在無

礙」了。這樣，隔離那行，下面那裏，「純雜無礙」，「純雜自在無不具足」。那麼

就叫做「圓滿藏」，這個是注來的。那麼，這一門，這個觀點，名叫做甚麼？「名諸

藏純雜具德門」。他說「諸藏純雜具德門」，即每一樣都是那個「圓滿藏」，無數那

麼多「圓滿藏」。

每一個「圓滿藏」都同時亦是純、同時亦是雜，具備一切功德。這一門，他說這

一門就是甚麼？清涼法師改的。「至相(華嚴二祖智儼)立的」，賢首不是講這一個

(名)「字」的，不知道為何那個至相大師，就連那個《金師子章》都改了它。賢首就

叫做甚麼？不是，這個至相大師就即是這個賢首的師父立的。不是清涼，至相，終南

山的那個至相大師立的。那個賢首將它改了一個名，叫做甚麼？「廣狹自在無礙

門」。「廣」者，無數那麼多，「狹」就一樣東西，互相攝入。

「自在無礙」，他改了那個名字，那這個第三門，是嗎？這個第二門。下面了，

第三行，隔兩行，三，「金與師子」。這句又點錯了，「金與師子相容成立」，那個

「立」字是點句，「一多無礙」。隔一行，「於中理事各各不同」。隔一行，「或一

或多，各住自位，名一多相容不同門」。我們這樣看了，他說第三門，他說金，那隻

金獅子來用的金和那隻獅子是相容成立的。互相，那隻金能夠容得那隻獅子的形，獅

子的形能夠包括了那些金。

互相容納，而成立一個現象在這裏的，一件東西在這裏的。「一多無礙」，金就

是一，而那個獅子就是多，這個獅子有眼、有耳等，多，「一多無礙」。雖然「一多

無礙」，但是於，隔一行，「於中理事各各不同」，雖然是互相容的，就金來講，就

一，就那個師子的形狀來講，就多。「事」就多理、「理」就得一。如果分開來講，

就「各各不同」。所以，隔一行了，他說「或一或多」。「各住自位」。如果單是看

一個現象，看它獅子的五官的時候，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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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是看那個金質來講，它是一。當你一的時候，就只是一，當你看「多」的時

候，就只是「多」。各人自己住在他本身的狀態，「自位」即是本身的狀態。各人保

持 ，「住」是保持各人、各樣東西都保持 它本身的狀態。我們要看東西，要這樣着 着

看法，這樣隔兩行，他說「名一多相容不同門」，這樣這一門叫做(「名一多相容不

同門」)，一與多是不同，但雖不同，而互相容納的。其實那麼多門已經足夠了。三

門已經足夠了。他造夠「十門」。

聽眾：好似《華嚴經》是假的。

羅公：好了，又隔一行。

第四門，四「師子諸根，一一毛頭，皆以金收師子盡」。隔離那行，「諸根諸

毛，各攝全體，一一徹遍師子眼」。獅子耳，不是，師子眼，「眼即耳，耳即鼻，鼻

即舌，舌即身。」又隔離那行，「自在成立，無障無礙」。

隔一行，「名諸法相即自在門」。現象界裏面，甲現象即是乙現象，乙現象即是

甲現象，即是甚麼？後來禪宗講出些甚麼？「煩惱即菩提」，便是這樣來。是嗎？牛

糞、馬糞即「佛身」。是嗎？他的理論就是這樣了，我們解釋了。他說那個獅子就有

眼、有耳、有鼻、有舌、有身「五根」，有「五根」，是嗎？獅子不只有「五根」，

有很多毛，是嗎？每一個獅子毛都有一個毛頭，一個毛頭，那麼多東西。但是，我們

不用理會它多，都是金造的，我們一提到金，我們就用那個金就可以包括整隻獅子。

已經包括了，「收師子盡」，即是剛才講過的道理、那個推理。這樣，如果就這樣來

推理，即是「諸根諸毛」，就「各攝全體」了。

每一條毛的毛頭都可以包括獅子的全體，那即是說，每一樣一個獅子頭，不是，

一條獅子毛，每一條獅子毛都徹遍獅子眼的。每條獅子毛都代表到那隻獅子眼的，為

什麼？獅子毛就是金，而那個獅子眼就是金了。那就獅子毛代表獅子眼了。貫徹那對

獅子眼了，而獅子眼即是獅子耳，獅子耳即是獅子鼻了、獅子鼻即是獅子舌、獅子舌

12



即是獅子身。那麼一個毛頭就包括整個獅子了。那麼就叫做「事事無礙」了。那麼就

自在到極了。那麼隔離了，

聽眾：羅公。

羅公：所以每一樣東西都自在成立。「無障無礙」。

聽眾：羅公。

羅公：「自在成立，無障無礙」。那麼隔一行，那「名諸法相即」，這一甲即是乙，

乙即是甲，每一樣都是「具備一切」，「自在無礙」。

這樣，「名諸法相即自在門」。那隔一行了，第五門了，五「若看師子唯師子無

金」。隔一行，「若看金唯金無師子，若兩處看，俱隱俱顯」。隔兩行，就名叫「祕

密隱顯俱成門」。那我們解釋它了。

若果我們單看那隻獅子，不理會它是金不金的時候，那個時候就有只有獅子，無

金了，是嗎？隔一行了，有獅子而無金，即是那個相狀的假事就顯露了，那個體性的

金就隱潛、隱藏了。這樣的，「一隱一顯」。隔一行，「若看金，唯金無師子」。當

我們集中精神去(看)，在一個剎那裏面，只看到金而不理會獅子的時候，那麼那個時

候，那個獅子的假相就隱藏了，那個金就顯露。「一隱一顯」了。下面那欄了，他說

「若兩處看」。

又金和師子兩樣一齊看，就怎樣？「俱顯」了，是嗎？金和獅子的形狀一齊顯

了，所以他這句應該是如果兩樣都不看，就「俱隱」了，應該是這樣的，是嗎？他又

無講，「若兩處看」，就應該「俱顯」了，是嗎？它就「俱隱」了，即是兩處不看就

甚麼？「俱隱」，是嗎？或者你這樣解釋又可以，兩處都看，金內就隱去獅子，獅子

內就隱藏了金。「俱隱、俱顯」，古怪的，這樣所以他說秘密了。那就隔一行了，

「名秘密隱顯俱成門」，這些叫做秘密了，宇宙的秘密，「一隱一顯」都可以一齊成

立的。

13



幾秘密的東西都可以成立的，所以你就會發覺他賢首法師的東西，都是「迂迂

地」(不清不楚)，你覺不覺得嗎？我就覺得他是有點「迂」了。但是金與獅子，「或

隱或顯」，「或一或多」，隔兩行，「定純定雜，有力無力，即此即彼，主伴交輝，

不礙安立微細成辦，名微細相容安立門」。

他這裏何解？他說當我們看到那個金獅子的時候，金和獅子，金的質和獅子的

形，「或隱或顯」，看形的時候，就那個質就「隱」了，金的質就「隱」了。看金的

時候，那個獅子的形，那個金是「顯」，那個獅子形就「隱」了。「或隱或顯」，有

時候「隱」，就有時候「顯」。「或一或多」，當我們看整隻獅子的時候，就整隻獅

子是一，當我們看五官，覺得它有五官的時候，那隻獅子就是多。

「或一或多，定純定雜」，當我們只是看一條毛的時候，就純粹得一條毛。當我

們瞭解到一條毛，就包括了整個獅子的所有的一切毛的時候，就變了雜了。在某個時

候，就定然是純，在某個時候，就定然是雜。「有力無力」，當你注意它金的時候，

那個金就有力，攝收一切，當你們隱伏了它的時候，不理會它的時候，它就無力。或

有力、或無力，這樣不論怎樣，「即此即彼」，其實就體論體，甲即是乙，乙即是

甲。那麼，當你看阿甲的時候，乙就助伴。你為「主」、他為「伴」。

當你看阿乙的時候，就乙為主，甲為伴。這個世界就無獨立的東西，當你看錄音

機的時候，錄音機為「主」，其餘一切都是「伴」，助成它的。當你看煙灰碟的時

候，就煙灰碟為「主」，其餘一切都是助成這個煙灰碟的。有「主」有「伴」。

太虛法師，反正都不足夠時間講完，我講一講其他事情給你們聽。

聽眾：還有「個零字」(五分鐘多些)。

羅公：太虛法師，有一次被一班人，然後圍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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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廈門大學演講，是否有一個叫做陳嘉庚，拿了一筆錢出來辦了一間國立廈門大

學。這樣，那時候，我舊時讀研究院的時候，那個老師，我老師叫陳定謨，浙江人，

他就在廈門大學做哲學系主任，他就皈依太虛法師的，太虛法師弟子。他請太虛法師

去廈門大學，去哲學系那裏演講。太虛法師，剛剛(在)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那

麼太虛法師就問陳定謨，你想我講些甚麼好這樣？他說，那時候剛剛陳定謨正在教一

科，一科科目叫做「道德哲學」。

他說好不好請法師講講關於道德的原理，佛教的道德的原理？他說儒家，我們之

所以守道德，就因為我們有一個「仁」的原理。仁慈的「仁」，由那個仁慈的「仁」

就分支，由它這個作根源，就產生有「忠」，有「孝」其他那些枝節了。基督教，那

個陳定謨本來基督教學校出身的，他說基督教以這個「愛」為一切道德的原理，由那

個「愛」來產生甚麼都好，其他合道德的東西是由那個「愛」流出的。

這些「愛」就是 principle 這樣解釋，是一個原理來的。孔子就以「仁」作道德

原理。那佛教又用甚麼道德原理？那他又問得幾有價值的，他說佛教經常叫人守道

德，那佛教有無一個道德原理這樣？那個太虛法師，他這樣說，他說有這樣，我今日

講了，這樣，他講了。他講那條題目叫做「新青年」，這篇文章值得看看的。

好明顯就看，〈新青年救國的新道德〉。他就抨擊五四時代，把舊的道德原理推

翻，打到七零八落、「打倒孔家店」的這樣。他說新的道德原理未建立得起來，他這

樣批評「五四」，這樣，他說這樣現在我依據佛教的教理，提出兩條道德的新原理，

其實就(是)舊的，一條就在這裏，在這裏取來的。他說一條，他說兩條道德的新原

則。第一條就叫做「眾緣主伴」，你看看整個華嚴宗的口氣，是嗎？「眾緣主伴之互

成」。第二條就「唯識因果之相續」。

他的道德原則用兩句來，一手持 一個華嚴宗，一手就持 那個唯識宗。那麼他着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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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個道德的原理，為何事我們要守道德？要答這個問題。他說因為，第一句，因為

這樣，我們在這個世界裏，就我來講，我為「主」，其他的人就「伴」；就他人來

講，他人為「主」，我亦是「伴」。無絕對的「主」，無絕對的「伴」，害了你那個

「伴」，就害了你那個「主」，因為你害了人就是害到自己。

因為為何？你現在就你來講，你做了「主」而已，別人是「伴」了，但別人來

講，別人是「主」，你都是「伴」。害人就是害己，眾緣，因為每一樣事物、每一樣

現象，都是眾緣和合而成。成了之後，那一樣東西為「主」，就其他為「伴」，無其

他的「伴」，你就不成「主」。無那個「主」，就做不到你的「伴」。所以，無絕對

的「主」，無絕對的「伴」。

就在這裏，我們不能夠害社會、不能夠害他人，他就在「功利主義」的立場的。

就在當時，我就覺得奇怪，為甚麼太虛法師他不肯用「大悲心」那裏來到做這個道德

原理？我現在都不明白。應該是用那個「大悲心」做道德原理就好了，和儒家的

「仁」相通了、和基督教的「愛」相通了。為甚麼他要走入「功利主義」這條路這

樣？

聽眾：那時候風氣如此。

羅公：風氣如此。這樣，就被兩派人攻擊他，一派那些講「唯物的」那些攻擊他，因

為他講「唯識因果之相續」攻擊他；而那些舊派就說他站在「功利主義」的立

場來談道德，失了他佛家的道德精神。這樣，舊派的人就這樣攻擊他了。

聽眾：夠鐘了！(時間到了)

羅公：他就提出這個「眾緣主伴之互成」，第二個提出「唯識因果之相續」，你害

人，同時你就害自己。但是兩個都是「功利主義」的色彩，非常之融合。

聽眾：第一項，他是否有一個「大悲心」藏了一段之後，他故意不提出來？

羅公：他故意，當然他懂得，是嗎？他不講。

聽眾：我覺得他藏了第一項，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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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的，可能是，第一項。

聽眾：藏了在後面。

羅公：藏了在後面。

聽眾：他就不提出那個觀念。

羅公：是的。好了，那就這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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