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公：遲些還有兩本書，剛剛印刷起。

聽眾：《唯識方隅》下集、《成唯識論》？

羅公：下一本是《解深密經》。

聽眾：《解深密經》很好！

聽眾：我們的筆記。

羅公：筆記的資料來的。

主持：我們講兩句就開始，好嗎？各位，我們今日很榮幸請到羅時憲教授為我們開講

佛學。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羅教授。(掌聲)

我現在開首講，就是依照你們貴師談錫永阿闍黎的吩咐，就跟你們講大乘的「空

宗與有宗」。這個題目就變了只是講佛教發展的中間階段。譬如一棵樹，樹的花一定

是由那棵樹幹裏才能長得出。那些樹幹一定是在那些樹根和樹頭、那些地方才長得

出。所以，我講這個題目的時候，就不能不追溯到佛教的開首了。所以，我講這個題

目的時候，就把內容分開三部份了。第一部份就是印度佛教發展的大勢。第二部份就

是空宗的發生和發展。第三部份就是有宗的發生和發展。就分開三部份來講。

第一部份，就先講印度佛法發展的大勢。印度佛法發展大勢，我們知道佛教產生

之前，沒多久的那時候，印度那種傳統思想和信仰正是動搖的時候，印度傳統的思想

和信仰是怎樣呢？就不出三點：第一點就是「吠陀天啟」。所謂吠陀天啟者，就是印

度古代那些婆羅門就結集了幾本聖典，都叫做 Veda、吠陀。吠陀者的意思，即是

Veda，這個字意思是「明論」，或者譯做「智論」。即是說是產生我們智慧的典籍

來的。吠陀總共有四大部，四部之中，第一部叫做 ṛgveda，人們譯 ṛg這個譯音做理

具，《理具吠陀》(一般用《梨具吠陀》)，是譯意兼譯音來的。譯音是 ṛg，譯意就是

說它具備一切道理的。(它)是四個吠陀中最早的。這本(《理具吠陀》)是可以叫做世

界最早的書籍之一。這樣，那些婆羅門認為這四個吠陀，尤其是 ṛgveda《理具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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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是上天、天神啟示我們的，而且吠陀是那位大梵天王講的，那位 Brahmā大梵

天王講的。這個是第一種信仰。即是說，這種吠陀裏面所講的道理，是絕對不能批

評，絕對不能研究的，這種「吠陀天啟」是第一種信仰、思想。第二種就是祭祀萬

能。我們只要向天神拜祭、崇拜祂、向祂祈求，甚麼事都可以成事。這個就是第二種

思想、第二種信仰。第三種(就是)婆羅門階級就是最高級的。為何有一個婆羅門會是

最高級呢？原來就是這樣。原來印度人，本來就有一些土人在這處，四、五千年前就

有一些土人在印度居住的。那些土人就是比較(皮膚)黑黝、比較矮(小)的。現在大部

份南印度的種族都是那些(土人)，這些人普通就叫做 Dravida達羅毗荼人(口誤，應是

達羅荼毗人)，Dravida這類人，就是土人來的。大概在五千年(前)左右不多，或者再

早一些，有些白種人就住在現在伊朗和中央亞細亞，伊朗和(前)蘇聯之間，高加索草

原那處。有些白種人住在那處，就在那處畜牧，還未發展到農業社會的。因為氣候變

動，(那處)的水草不足以供給牛羊，不夠給牠們吃。於是，那些遊牧民族就不能不向

四面散開，住在那處的，都是白種人來的。於是，那些(民族)，有些就向西行，經過

土耳其、希臘，入現在德國、意大利，再向西行，入法國，再向西行，入西班牙，再

渡過(海)，就去英國。這邊就變了歐洲人。即是說那些人就是日耳曼民族、拉丁族，

變了這些民族。有支就向西南面行，就變了阿拉伯人、埃及人。有些就向東南面行，

就入現在伊朗，由伊朗就在東南面行，就經過阿富汗附近，就入印度。入到現在甚麼

呢？有一個地方就叫做班執 (現中文譯為巴德，下同)，那些「阿叉」(印度人)開

店，Badghis 那個就叫做巴德。入到那處，再向東南面行，入到現在……巴德就是巴

基斯坦，就是那處的 káśmīra，迦濕彌羅，即是人們說 Kashmira，出產很優質的

Kashmir羊毛的地方。在那處再下去，就去到印度的中部、北部之間，就入到去哪裏

呢？印度河流域和恆河的流域。這樣的發展。這樣，那些人帶頭進去的，就去殖民

了。本來在高加索(高原)殖民了。(要)殖民，帶頭的一定要打仗。打仗那些人就是武

士，但是他們只是打仗的，知識指導就要依靠那些有知識的人，那些有知識的人就是

甚麼？上觀天象，又說有甚麼神、天神，跟祂們接觸那樣。有一類這樣的人，那些人

就形成一個階級。他們就是叫做婆羅門，brāhmā，即是說甚麼？brāhmā即是天王、

梵天。他們是梵天生的。還有，那些打仗的就是武士階級，(他們)擁有執政權，握軍

權，那些叫做剎帝利階級。即是甚麼？武士階級或者貴族階級。當然認為那些婆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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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至上，其次就到武士了。再者，有些自由人，那些 freeman，那些做買賣或者

種植的自由人階級。這些叫做吠舍階級。這些都是白種人就入印度。如果大家想看一

下他們入印度時候的經過，印度就有一本很長的敘事詩，叫做《摩訶婆羅

多》，Mahābhārata。如果將它譯作中文，譯得不三不四，翻譯得「 」㪐㪐㩿㩿 (不

通順)，不三不四。如果你想看，這本是世界有名的史詩。你去英文書局都有得買

的，Mahābhārata。中文叫做《摩訶婆羅多》。這本書都是歌詠他們一直進印度(經

過)。入印度(後)，就把那些土人征服了。所有土人就做奴隸了，做婆羅門和貴族階級

的奴隸。於是，那些(奴隸)叫做賤民了。現在印度還有賤民，於是這個社會上就有四

大階級。最高的階級(是)婆羅門，第二個階級就是武士階級或者貴族階級。第三個階

級是那些自由人，第四個階級就是那些叫做賤民、首陀羅。這麼，那些婆羅門就說那

些賤民，不能在他們身邊坐，(賤民)的手也不能接觸他們(婆羅門)。因為賤民接觸他

們(後)，會(令)到他們污穢。這樣，(社會)階級就很森嚴的。當然，這班人(婆羅門)在

我們今天來看，這班人都是「搵笨」(找人便宜)。他們就維持那些既得的利益，就是

這三個原則。而那些掌握知識的就是這班人。那班人上觀天文、下觀地理，是嗎？有

發生甚麼事，他們都說天神、天象、星宿，那些武士要聽他們旨意、害怕他們。這三

種就是他們的思想跟信仰的中心。

這種的思想在初期還可以，漸漸地，(當)文化進步，人們就起懷疑了。而當他們

進入印度之後，印度在當時的地理環境，地多人少，跟現在不同。到處都有奴隸，每

一家人都可以有很多奴隸的。那些人悠哉游哉，無所事事的，尤其是婆羅門，人們供

養他們。婆羅門有空就會思考了，就產生四大 Veda了，四大吠陀了，四大吠陀裏

面，尤其那個 ṛgveda裏面很多是講哲理的事。這種思想就是這樣。這種思想流傳下

去，維持了幾千年。因為從前的人進步得很慢，從前的人要(差不多)五百年才進一

步。我們現在五十年就可以做到。是嗎？你看一下從前，從前那些人的車是用甚麼

的？從前的車是用樹木，將樹斬成砧板(形狀)，中間鑿空，來讓一根木捅著它，這樣

來到作滾動，幾個輪子來到滾動的一輛車。這種車是用了二、三千年的，然後才進步

到讓木來到支撐車輪，現在我們的車是怎樣？不須五十年，那些車已經改良了，了不

得。所以他們(以前的人)進步很慢。那些婆羅門控制、利用這三個中心的思想來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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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們，控制了大概幾千年。漸漸地，因為那時候的印度氣候好過現在，地少人多。

那處是亞熱帶的地方，只要你肯播穀種，都不用勞力，就會有東西吃的。一年起碼都

(有)兩造的穀物，生活很豐盛。又有奴隸，那些奴隸主有空發展他們的文化，所以文

化很進步。文化進步，人們的思想就進步，就不肯再受婆羅門那種吠陀天啟思想控制

了。於是，有些人就不肯相信婆羅門的信仰，但是(當時)那個社會被婆羅門控制著，

那些人又如何呢？走去山林處，自己沉思、考慮。把這個人生很多問題和這個宇宙的

問題，自己走出去山林裏面，有些就是入定、修定，修禪定。有些就考慮這個人生和

世界的問題。於是，這些人就陸續地增多，這些人都叫做出家，離開家庭，而為了尋

求真理，去思維的。那麼這些所謂沙門了。那些沙門(如有)志同道合的，就會組織在

一起。有些有一個老師，很多後進的人跟隨他一起學習，做他弟子。一個老師帶著很

多弟子，於是造成很多所謂沙門團。這些沙門團，即是後來所謂 Saṅgha，僧伽，僧

團了。那麼，當時沙門團之中，有很多派別。你讀一下釋迦牟尼佛的歷史。釋迦牟尼

出家的時候，先去找那位外道，大家傾談後，不合適就又去找另一位。這些都是沙門

團來的。他逐個去拜訪沙門團的領袖，後來覺得他們都是不對路。自己獨自思考。自

己獨立思想，經過六年的苦行，最後放棄苦行。自己在那棵菩提樹下來到思量，就成

佛了。成佛之後，首先就走了去鹿野苑，就開導平時跟隨他的那五個人，後來就離開

他的。釋迦佛加上(那五個人)，(共)六個人，成為一個沙門團。所以佛教徒，在當時

的佛教，不過就是很多個沙門團中的一個。那麼就一直發展到這麼大，是這樣的解

釋。那時候，婆羅門教的這種思想就動搖了。

其中很多沙門團，沙門團之一，領袖就是釋迦牟尼。他就在這處，初初就在鹿野

苑就開導五個人，後來又開導了幾個人。有了十個、八個人之後，他就到處去宣傳他

所講的道理。於是，那時候就有很多的沙門團，很多其他的沙門團就聽到他所講的道

理，於是走去皈依了他。例如，有三個迦葉，那三位姓迦葉的人，三個各人都有兩、

三百弟子的。他們的老師皈依了釋迦佛，他們的弟子又皈依了。當時，有兩個沙門團

的領袖，一個就叫做舍利弗，在社會上非常之有地位的，大家認為他非常有智慧的。

他有幾百個弟子，幾百個弟子跟隨他，皈依釋迦牟尼，又成為釋迦佛的弟子。他的老

朋友，那個叫做目犍連，是神通第一，又有幾百弟子跟隨他一起修行的。他又走去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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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被佛感召了他，又皈依了釋迦牟尼佛，(故)又帶著弟子皈依了佛。這麼，於是幾

個人的弟子合成起來，就有一千二百五十人，「所謂千二百五十人俱」，就變了跟隨

他們的老師，去做常隨，釋迦佛去哪裏，他們幾乎就去哪裏。因為當時還有，在那個

摩揭陀國，即是恆河流域，那裏最重要的國家，那個是摩揭陀國一位大的婆羅門階

級、很有地位的婆羅門，這個叫做大迦葉。這位在社會上很有勢力的。年紀比釋迦佛

大的，結果又被釋迦佛降服了他，他又皈依了。這個就是甚麼？

釋迦佛死，不要說他死，或者去世，或者涅槃，這位老人還在那處，年紀很大

的。釋迦佛八十歲去世的時候，迦葉尊者已經百多歲，主要替釋迦佛遺教的結集，是

由他做領導的。這個人就在社會上很有地位的。於是，我們現在的人講，有人這樣

講，釋迦佛有時候都耍一下政治手段的。迦葉是最有地位的家族，(佛)偏偏就降服了

他，降服了他，他(佛)特別優待了迦葉。因為他年紀很大，曾經釋迦佛就讓他坐在那

處，他要分一半的座位請迦葉一齊坐。可見，佛都很懂得這套手段的。當然，我們不

是這樣的說法，有人是這樣的講法。即是佛有很多(手段)即是方便。很懂得的那種方

便，即是叫做 skill，skill of mean，方便，巧妙的方法，佛都不是無。於是佛就有了

很多弟子，就一直說法。到底說了幾多法，我們就不是很清楚的。到今日我們都不是

很清楚的。為甚麼？那些小乘教的人，即是現在斯里蘭卡(小乘人)說他只是講了五部

《阿含經》，在中國舊時的傳說，那些小乘人說釋迦佛一世只說了四部經，四部《阿

含經》和一部《戒律》，是這麼多而已。那些論都是後來弟子造的。他們 (小乘人)就

這樣講，那些學大乘的人就說不是的，釋迦佛初期講的《阿含經》，釋迦佛三十多歲

就成道，八十歲才過世，(在世)幾十年怎會說那麼少法？肯定講了很多法的。只不過

是你們這班人結集得少而已。應該是很多的才是。所以甚麼？大乘經了。你又說甚麼

《般若經》、他又說甚麼《法華經》、他又說《涅槃經》，通通都是佛講的，大乘人

就認為這樣。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在舊時，相信小乘的人就不相信大乘的，那些

小乘的人，只相信小乘，不相信大乘，說大乘非佛說。那些相信大乘的人，說大乘不

只是佛說，有些(經)是這個世界講的，例如《金剛經》這類的就是在這個世界講的。

還有，那些《華嚴經》那類，根本就不是在人間講的，在那個叫做「華藏世界」講

的，亦不是釋迦牟尼講的。釋迦牟尼是化身來的，釋迦牟尼還有一個報身，那個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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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莊嚴華麗的。《華嚴經》是講報身佛毗盧遮那(佛)。這樣，人各一說。但是，我

們可以相信得過的就是這樣的情形，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幾年，大抵他所講的法以四

阿含，以《阿含經》作中心。除了《阿含經》之外，還有很多經的。這點我們可以相

信。還有，《阿含經》，你以為真的是四部阿含？就是釋迦牟尼去世之後，那位大迦

葉結集，就是結集四本。不是的，在我們今天看起上來，是一本而已。當時，四阿含

之中，是那本叫做《雜阿含經》，那本就是幾乎句句都佛親口講的記錄，我們絕對可

以相信。其餘那三本是甚麼？其餘那三本就在《雜阿含經》裏面，有很多個中心、有

很多道理的。每一本講一件事，就要用那件事做核心。用那件事做核心，就再搜羅，

去各處搜羅。因為迦葉尊者結集佛的遺教，不只是迦葉結集，其他人也可以結集。因

為當時有一班年輕人，(他們)又有一個大眾結集的。於是，那些人又怎樣呢？將《雜

阿含經》裏面的一個主要的義理做中心，再搜羅其他有關的跟核心有關的，再來到結

集、再輯在一起。於是，就成為那三本阿含經了。那些長些，「長拉拉」 (非常長篇)

那些就叫做《長阿含經》。又有一些不長不短的(篇幅)，他們又結集一本，就是《中

阿含經》。好似我們編課本一樣，哪些是適應長期讀書的，哪些是適應速成的之類。

有些是便利記憶的，先講一件事，講完一件，就講二件，再講就是三件、再講是四

件，講到最多是十件，就是由一到十，逐項增加，那些叫做《增一阿含經》。所謂四

阿含是不過如此。這種的講法，如果你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來講，他們就會罵你

了。這些明明是釋迦佛涅槃之後，阿難尊者逐本經結集的，你這麼大膽，就說先結集

一本，(然後)慢慢由這班人搞的，一定不相信的。你跟很多法師這樣講，他們一定就

會即刻罵你的。但是，虔誠是很應該相信宗教，但是都要講多少，都不離開人的歷史

進化，你不能完全脫離的。這樣，於是，一些人就糾正他們了，結果，就找到，在唯

識宗那本《瑜伽師地論》，就發現了……都是我們中國人發現到的，在幾十年(內)的

中國人發現的，就是那位呂澂先生發現。他發現那本《瑜伽師地論》裏面，有些就是

解釋佛經，但是就不知它解釋哪一本經的。於是，他就尋找(答案)。結果，他就思考

一下，(得出)《瑜伽師地論》解釋兩本經。第一就是解釋大乘的《解深密經》，整部

《解深密經》引出來解釋，第二就是解釋另一部經，所解釋的都是講小乘的道理，於

是呂先生就在小乘的《四阿含經》裏面找，尋找的時候，恰巧就見到那本《雜阿含

(經)》，所謂大家認為最原始那本經，恰巧就是相應的，可以契合的。於是，他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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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篇文章，《雜阿含經論對義》(應為《雜阿含經刊定記》，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中國人不識貨，我不是罵中國人，我是說當時那班中國人不識貨，每個人都罵他無中

生有。但是日本人(認為)，一千、二千年以來，呂先生發現到，(他們)非常之崇敬

的。這樣，就是因為日本人崇敬他這件事，又影響了中國人。很難講的。中國人有很

多是這樣的。即是說，你都不知道，有時候我們講佛經，很喪氣的。

現在順便講一下題外話，有些人認為他講稍為新一些的，他們不相信你。但是，

你說「老番」(外國人)都講了，他們相信了。「老番」(外國人)都這樣講，日本人都

這樣講，他都相信。我有一位朋友都這樣的，馮公夏都是這樣，「鬼佬」(洋人)都是

這樣講，他特別看重。馮公夏真的是這樣。

羅公：你們認為他(馮公夏)嗎？

聽眾：識。

羅公：他在這裏，我都是這樣講。

第二個就是那個叫忍慧法師，這位老法師九十多歲才去世的，他 (也說)「番鬼

佬」(外國人)都是這樣講的。他都是這樣講。這樣，好奇怪。於是，你都知道法師，

每個都是老人家比較多，不要理會，尤其是看小那些小乘人。只有現在在台灣還未去

世的那位印順法師，所以現在僧人之中，你說學問好的，我最佩服就是印順法師。印

順法師對於看到(的文章)，他認為正確的，就說對了。但是還有少少毛病，即是未曾

很精準，他重新造過，現在出版了一本書，《雜阿含經論學篇》(應為《雜行阿含經

論會編》，下同)。你現在要買，大概三百多元，你去佛學書局就有了，《雜阿含經

論會篇》。是印順法師在每一段經對照每一段《瑜伽師地論》(文字)。《瑜伽師地

論》，(印順認為)最初只有《雜阿含經》，後來由《雜阿含經》就用某一點作中心、

某一點作核心而結集，引伸出其他的三部阿含。《瑜伽師地論》是二千多年的作品，

那時候比較接近釋迦牟尼佛的，他就是這樣講，可見是可信的。所以我們可以相信

了，這個是我們犯大不諱的，大乘經都是後期的陸續結集的。最初，釋迦佛去世的時

候結集的，我相信縱使有大乘經的說法，都無現在的那麼大部的大乘經，無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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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麼，釋迦佛……

就講回正題了，釋迦牟尼佛在這處，經過四十多年的活動、傳教，他傳教的地方

都不出印度那條恆河流域，都是 Ganga那條河的中部，他無去過上游和下游。在那

處傳教，傳教之後，(到)他去世，那位大迦葉尊者，即是他(佛)分一半座位給他的那

位(迦葉)，他這個人很有地位，他得到當時的國王幫助，就結集佛的遺教。但是他結

集佛的遺教，他只是在佛的弟子中，一些老人家中，選五百人。其中一個是釋迦牟尼

佛的侍者，那位阿難陀，他(大迦葉)都幾乎不想讓他(阿難)進去，但是不能不找他，

因為他記憶力最好。而且他經常跟隨著釋迦牟尼佛。是嗎？不能不找他的。所以他

(大迦葉)找他(阿難)的時候，都要折騰(他)一輪，才讓他參加。那當時他(大迦葉)就在

這處結集，就有五百長老，所以就叫做「長老結集」、「上座結集」。上座便即是長

老，五百上座。所謂五百者，不是真的五零零，不是的。印度人大概是這樣(計算)，

超過二百五十以外，他們就說五百了。還有，很多很多的(數量)，他們就說八萬四千

的。即是說那個結集，我們看到它有些特點，就是老人家把持，排斥很多年輕人。全

部都是上座才准許參加，佛弟子怎樣止得五百人呢？他篩選了出來，還有佛的堂弟阿

難，跟隨佛的，他(大迦葉)都要折騰他，可見那班老人家(長老)控制(教團)得很厲害。

在當時，那班老人家結集完了。另外有一位(阿)羅漢領導了很多人，大概過千人

的，幾千人左右，他到各地傳教。聞說佛涅槃，於是帶著幾千人回來，但是返到來，

(發現)已經結集好了。於是，這位(阿)羅漢叫做婆師波，他就對那位結集的主席，即

是那位大迦葉講你們各位結集了佛的遺教，我自然是贊成、自然是接受，不過我們這

班人、我們這班少壯派的人，亦有親自聽過佛說法的，如果我們不結集佛的遺教，任

由它遺失的，怎樣對得起佛呢？所以我們又要結集。那班長老就制止不住，那班都是

青年人。人數是幾千人，又是青年，又是人多，結果，他們又結集。結集了之後，他

們就不只結集出經、律、論三藏，他們(就結集出)五藏的。這是玄奘法師那本《大唐

西域記》講的，那班青年人，人數比較眾多的，大迦葉結集出經、律、論三藏。如果

依據斯里蘭卡人的說法，那時候連論藏都無的，只有經、律兩藏的。但是，那班青年

人就結集出五藏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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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藏者，一就是經，即是阿含，跟那班上座結集的差不多；二是律，戒律，都是

差不多了：第三就是論，佛跟弟子討論哲學問題的，那些就是論。他們多了一個雜

藏。又多了一個禁咒藏。這個就是問題了，為甚麼搞出一個雜藏？現存四阿含經之

中，有一本叫做《增一阿含經》。《增一阿含經》裏面有一篇序文，是偈頌的序，當

那位大迦葉尊者結集了經、律、論三藏之後，那位彌勒菩薩，即是那位在兜率天的彌

勒菩薩出現，就質問那位大迦葉、質問這位主席，他說：「你現在結集了經、律、

論，都是對那些聲聞小乘人講的。佛還有講很多方廣大乘的道理，你也應該結集。」

那麼，那位迦葉尊者就不敢拒絕他，就怎樣說？他說：「好啊！我都結集。」那麼，

就將小乘的經律論之外，就再結集那些大乘那類的經典，當時叫它們做「方廣」。方

者即是方正，廣即是廣大，即是大乘。這樣，結集了，於是，那位主持迦葉尊者就這

樣說，現在「契經就一藏」，經是(第)一藏。律就是二藏，律即是第二藏。阿毘達

磨，不是，阿毘曇經就是三藏，即是論，論是阿毘曇經，論是第三藏。跟著，他說

「方等大乘義玄邃」，他說方廣大乘經所講的道理是很深奧的。別為一藏，叫做雜

藏，即是《增一阿含經》裏面，說明所謂雜藏即是大乘經。如果這樣的話，大乘經是

佛說的，雜藏是。

另外，有一個禁咒藏，大概是釋迦佛出世之前，印度已經流行一種咒語，一種咒

語就是用來做甚麼？有一些人在森林處修行，或者怕生病、怕痛，或者有些奇怪的現

象出現，就要念一種咒語，用來怎樣？要來保護自己的身體。這種護身的咒，釋迦佛

出世之前，已經有了。釋迦佛可能不會制止這種咒，依然任由弟子保存這種咒。即是

說這種的咒，就在釋迦佛涅槃之後，結集已經有咒了。於是，有些人就說可能這個就

是密宗的起源來的。不過，我們知道那些禁咒，就不是後代那些密宗咒那麼有系統

的。因為最初所謂咒，就是一種護身咒來的，免一些鬼神侵犯、治病是這樣的。後

來，漸漸地，大乘經出現，就是有一種所謂般若經出現。即是現在的《大品般若

經》、《小品般若經》裏面，就常常提到陀羅尼，dhāraṇī。後來，就當是咒語的名

稱。那些陀羅尼，不是，《般若經》時時講到陀羅尼，所謂陀羅尼本來就是甚麼呢？

就是記憶的解釋，我們能夠學到很多事情的，我們都能夠記憶得到的，這種記憶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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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陀羅尼。即是這樣的，本來就是護身咒，進一步發展就變了甚麼？能夠記憶事情

的陀羅尼，再進一步就說甚麼？你一念這些陀羅尼，天神都要來擁護你，不止這樣，

還有很大的功德。是嗎？甚至到令人很快便成佛的。於是，陀羅尼就變了甚麼？變了

現在所謂咒、現在所謂那些修密法差不遠的。再進一步在《般若經》裏面，不是，再

進一步把後期的《般若經》，再進一步，有一本《般若經》，《大般若經》裏面有

《般若理趣經》。(這本經)裏面，將陀羅尼、將咒語進一步講甚麼？念這些咒可以成

佛的。依法修行，念這些咒可以成佛的。又進一步了，那麼就成為密宗了，講到這個

階段就成為密宗了。成了密宗之後，還要進一步，顯教要歷三個無量劫才可以成佛，

它這類(密宗)念佛是即身成佛，更高級。即是說甚麼？為甚麼會是一直提升至密宗

呢？最初，就是那班青年人結集，(結集出來)有一部禁咒藏。後來，進一步，大乘

《般若經》裏面，就講出陀羅尼。陀羅尼最初就是當作記憶，漸漸地，你念咒自然就

會集中，令你的記憶增長，而咒字當作持字解釋，即是 hold、持著的意思，你持著

很多功德的。再進一步，再進一步就會即身成佛的，全部就變了密宗。所以密宗的淵

源最重要是甚麼？就是《般若經》了。首先提高這個咒的地位，就是《般若經》講的

陀羅尼，小乘經無這些的。那些青年人就結集出五藏出來。

那麼本來是跟(五百結集)差不多的時間(或者)同一年的時間(結集)，但是現在那班

人考據，即是歐洲的人，即是德國、英國的那些學者，那些學者和一部份日本學者，

他們就說不相信同時有大眾結集。那麼他們怎樣做呢？他們要修正，他們說大眾結集

是有，但是不會在大迦葉結集之後，即刻就有(大眾)結集。可能是一百幾十年之後，

然後才有的。這樣，都無所謂。遲了一百年便一百年。即是說在佛涅槃之後，結集的

時候，以小乘《阿含經》為主。但是，小乘《阿含經》結集之後，很快，最遲一百年

之後，就有雜藏產生。這個雜藏依據《阿含經》所講，就是大乘經的來源了。那麼即

是說，我們講到這處，即是說所謂佛教由釋迦牟尼在世說法，到他去世之後結集遺

教，由結集遺教再產生雜藏，雜藏就是大乘經的淵源。好了，《四阿含經》 (只)是這

麼大套，每本阿含經幾十卷而已，四套阿含經不過是三幾百卷而已。一個雜藏有幾

多？極其量，雜藏多到好似四本《阿含經》那麼多，三、四百卷。現在的大乘經動不

動就是一百幾十卷。《華嚴經》，《八十華嚴》，八十卷。《大般若經》六百卷。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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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加上起來，幾個大櫃子才能放得下大乘經？哪裏會有這麼多呢？怎麼辦？有人研

究佛教史的結果，又產生一個這樣的結論了。(指出)這些大乘經最初是無的，無這些

大乘經，最初只有一個雜藏的。雜藏裏面，就包含很多小小的經，大概好似《心經》

差不多的(篇幅)，小小的。這樣，雖然它裏面(篇幅)是很小，但是它包含的道理是很

廣泛。於是，有類人就將那些小小的經某一部份，他們特別感興趣的，就取它一小段

經文出來，就取它出來作核心，即是 sentence做核心。再搜羅有關核心的(資料)，

拼湊在一起，即是集合在一起。現在我們大學生寫論文都是這樣的做法的，用題目作

中心，就把很多資料拼湊在一起，總之不是自己偽作就可以。當然，其中偽作的部份

都是難免的，但是我們不能說某一點是偽作的。總之，先在雜藏裏面或者在小乘經裏

面、四阿含裏面，找一點做核心，再搜羅跟這個核心有關的資料拼湊一起，於是成為

某一部大乘經的原型了，即是一個雛型，像雞蛋裏面未成小雞的模樣。最初是成為一

個雛型。然後再將大乘經原型擴大，擴大是怎樣？從兩方面來擴大，第一再搜羅遺留

的資料再加下去；

第二加以文學的，好似小說化的，講得神神奇奇，講得很有詩意、加有神秘的意

味。這樣就成為現在的大乘經了，所以現在大乘經裏面，佛要將近說某一部經的時

候，東方甚麼世界又有甚麼菩薩走來敬禮、南方甚麼世界又有某某佛放光，又照到這

處、上方又怎樣、怎樣，甚麼世界又有菩薩來到怎樣、下方又怎樣、怎樣，十方世界

的菩薩皆來集會。於是，搞到那處(佛)放無量光明，總是要你畫那個(場面)的形狀，

幾乎都畫不到。這個很明顯就是甚麼？如果不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一定說這個是

經過後人的點點染染。點點染染豈不是假的？不是，它的中心不是假，中心的道理骨

幹不是假，不過它很多描寫而已。譬如李太白的詩，白髮三千丈，三千丈的頭髮當然

是假的，但是你說這句白髮三千丈的話裏面，即是說他很愁，他有很多愁緒，多到好

似三千丈白髮那麼多根。這樣的解釋就無所謂的。你再講說白髮三萬丈都無問題。由

經、律或者雜藏裏面，取一個核心出來，就再將它來到搜羅擴大，就成為原型大乘

經。再將它們來到點染一下，於是成為現在所謂大乘經了，是這樣來的。所以，你說

大乘經不是佛說，又不能這樣講。你說大乘經句句都是佛說的，又不能這樣講。這麼

即是說，釋迦牟尼去世之後，最初有小乘的三藏，後來就產生了大乘經。大乘經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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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是佛教大弘了。

講到這處，即是說由釋迦牟尼成佛，開始說法計算到現在，佛教的進展，我們可

以分作四、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我們叫它做原始佛教。所謂原始佛教就指由佛開

始成佛，一直至到涅槃後，約一百年那個時期。那個時期都是一般的，無甚麼雜質

的。佛涅槃後那一百年之內，佛教的流行跟佛在世的時候，都相差無幾的。那我們叫

它做原始佛教了。原始佛教之後，第一，因為印度社會文化的進步，第二，因為外來

的思想衝擊，於是，佛教所講的教義跟它相應的，而起多少變化。於是，產生很多爭

論。譬如你講多少新的道理，我未必同意。到我提出多少新的意見，你又走來駁回。

那麼，於是，你執著一部份的義理，他又執著一部份的說法，各人在佛的《阿含經》

裏面都找到多少根據出來，於是就分派、分部了。分派、分部，就成為部執佛教。分

部了。各部都有其執著的說法。初初部執佛教是怎樣的？初初，佛一涅槃，已經孕育

了分裂的種子。為何？你看剛才所說的大迦葉和五百長老把持著，來到結集佛的遺

教。他又排除那些年輕人，而那些年輕人人數眾多，他們又自己來結集。縱使他們

(年輕人)的結集是推遲一百多年，都是一百幾十年，都是原始佛教時代，已經含有分

裂的種子。但是，未正式分裂，結集而已。是你又結集、我又結集，未正式分裂。

後來，為何會正式分裂。一到了佛涅槃之後，一百年過後，那個時候大概是阿育

王在世的時候，阿育王統一印度，大概的時候，大概是那個時候，(他)在國都裏面就

有一個很有名氣的和尚，這位和尚可能就是南方那些大眾派的。即是青年大眾派、進

取派的人物，這個人叫做大天，Mah devaā 。Mahā就是大，deva就是天，叫做大

天。他就發表了一種新的議論，他的新議論是怎樣呢？大概當時，在大天之前，領導

這個教團、教會都是老人家，這些老人家都是非常之保守的。(他們)就認為小乘人一

成了(阿)羅漢，了不起的，阿羅漢就了不起。佛不過是阿羅漢之一。不過，他首先發

明佛法。其實，佛都是阿羅漢之一，並無特殊了不起。他們的看法是這樣。那麼即是

所謂佛者都是老和尚來的，無甚麼特別。但是，那班年輕人的思想就比較新些，認為

佛跟阿羅漢是不同的。阿羅漢是低級些，佛是超過阿羅漢的。不止超過阿羅漢，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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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神通，佛能知一切，甚麼都知道，幾乎萬能。(年輕派)就把佛說到很神奇

的，那些長老說不是，佛不過是阿羅漢之一而已。我們修行修到不用生死輪迴，就叫

做阿羅漢。佛不過是其中一個而已，那麼就變很平凡。到了那位阿育王統治，即是那

位釋迦佛去世一百年之後，阿育王統治印度的時候，那位大天和尚提出五點主張，叫

做「大天五事」。所謂大天五事是甚麼？就是嚇壞當時人們的主張。大天五事，那位

大天就會很說話的，每日都對一班人說法。在全國最高級的寺院，每日都講法，每講

完一次法，他都念四句詩。那四句詩是他造的，這四句詩、四句偈就是甚麼呢？

板書：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悟(應為「他令入」)，道因聲故起，是名真佛教。

提出驚人的主張，他怎樣說呢？他說你們這班老人家，說阿羅漢就是很了不起，

佛只不過是阿羅漢之一。他說不是的，阿羅漢就是很低能的，只不過做到不用生死輪

迴而已，其他事就很普通的。他說怎樣呢？他說「餘所誘」。你以為阿羅漢很聰明

嗎？他們被那些魔鬼、那些天魔，裝扮成佛出來見的時候，他們以為真的是佛來，他

們(竟然)很快地頂禮。即是被那些魔誘惑到的。是嗎？不是很厲害的，「餘所誘」。

「無知」，怎樣叫做無知？不是每件事都不知，他(大天)說他們只知道如何修行去停

止生死輪迴而已。其他的事，他們不是萬能的，不是無所不知的，他們有很多事情都

不知的。不能說他(大天)不對，難道阿羅漢連核子彈都會造嗎？確是(對)很多事情是

無知，他無講錯的，無知。猶豫即是猶疑決定不到，他有很多問題，無辦法的，他的

智慧有限，不能夠決定、猶猶豫豫的。他令悟(入)，他自己證到阿羅漢果都不知道

的，他要問佛：「我這樣的情境可以嗎？」佛說：「可以了。你證了阿羅漢果了。」

他都要問佛才可以的，「他令悟」。「道因聲起故」。他(大天)說這類人很愚蠢的，

那些小乘人修行要依靠佛說法的聲音，他們聽了佛的聲音，就依著佛的說法來修行而

成阿羅漢的，又是「拗」(爭論)的。其實都無甚麼不對的，但是世界上甚麼都是宗派

之見，是嗎？那班老人家就冤枉他，你們貴司是不是有一部《異部宗輪論》？它裏面

講，就冤枉大天很多事情的。《異部宗輪論》是長老造的。它怎樣(說)呢？它冤枉他

(大天)，簡直將大天……本來大天是很有學問、很有道德的人，不過他是有新見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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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它將大天冤枉，說這個人(大天)是壞蛋。說他(大天)有一日的晚上，那個色心

起，就搞到遺精。(照說)阿羅漢不應該遺精，(它)說他遺精，(搞到他的)袈裟污穢了，

就叫徒弟替他洗袈裟。那位徒弟就奇怪了，「師父，你又說你已經成了阿羅漢？為何

你還有這些(色情)事？」他(大天)這樣回答：「你以為(阿)羅漢就很特別嗎？(阿)羅漢

自己就不會搞出事的，但有些天魔、魔女會誘惑的，那麼阿羅漢智慧有限，他都不能

抵抗到天魔女來到誘惑的。所以就會搞出這種(色情)事了。」餘即是被其餘那些人誘

惑。餘所誘。無知，阿羅漢不是甚麼都懂得的，他有很多事都不懂的。這點，我們都

可以接受的，無知。但是長老說這類阿羅漢很厲害的，都無所不知的，沒有無知的，

蠢的。猶豫，他們對於那麼多問題，都無辦法解決的。他的智慧都有限的，「猶

豫」。「他令入」， 他自己成了(阿)羅漢都不知道的，要問佛的，讓佛告訴他。

哪有這樣呢？自己成了佛都不知道嗎？是這樣解釋。 還有，「道因聲故起」，因為

他做出一些不好的事，又遺精、又怎樣，自己夜晚反省，覺得自己道高德重，還會搞

出這種事，自己受到良心責備，就在「唉唉」(嘆氣)。不停說「苦啊！苦啊！這

樣，」夜晚在嘆氣，就被徒弟聽到，那位徒弟問他：「阿羅漢無感情的，為何你在半

夜嘆氣，『苦啊！苦啊！』那樣？」那麼，他(大天)又怎樣呢？他這樣回答徒弟：

「你有所不知，我是阿羅漢，有一些無漏的智慧。這些無漏的智慧不是經常出現的，

就要入觀，觀這個世界苦了。我想出世了。」當他想出世的時候，就要這樣說了「苦

啊！苦啊！」這個時候，那些無漏智然後才會出現。所以，我夜晚要說「苦啊！苦

啊！」就是想那種智慧出現。這種無漏道因為喊著「苦啊！苦啊！」這些聲，然後才

引起的。說他這樣才騙徒弟。「是名真佛教」，這些就是真的佛所講。那班長老這樣

冤枉大天，但是我們今天看大天，(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那麼多人都佩服他。連

那位阿育王都是很具有知識的，阿育王都特別供養他，他(大天)都一定不會那麼

「水」(差勁)，明明這是冤枉。這樣，當時叫做「大天五事」，就搞出這首偈。

那些長老就生氣到極，他做主持、做首席的法師，你們這些長老都要在下面聽他

說法。你們都在那個教會裏面，一定要出席聽講。那班長老生氣起來，大家就合起

來。大天每講完法，一定念這四句詩的，那些長老跟著他念，「餘所誘無知，猶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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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悟。道因聲故起……」就將他的第四句改了，「汝言非佛教」。你所講的說話，不

是佛教。這樣來到「唱」(抹黑)他，這樣時間一長，便起衝突。於是有些人就是認為

大天對，有些就認為那班長老才是對，這樣就有兩大派，形成衝突了。這件事就有人

去報告阿育王了，連阿育王……皇帝都知道，皇帝就走來考查，考查的結果，就說大

天是正確，袒護大天。那班長老就生氣，就離開了。「你袒護大天，我們離開！」阿

育王說：「不要緊，我再興建一間同樣大模規的寺給你們住。」大天有大天(住)，我

說他講得對，讓大天在舊那間寺住。另外建築那間一樣大的，請你們這班老人家住。

那班老人家小氣，不可以的，離開了。於是，(長老們)走去喜馬拉雅山腳，另外結集

一起就成立僧團，就叫做雪山部。雪山即是喜馬拉雅山。由這樣一來，正式分裂了。

大眾部，那些年輕人叫大眾部，人數多。上座部就是一些老人家。正式分裂。一分裂

的結果，那時候就是佛涅槃後的第二個世紀、二百年，一百年滿了，就是第二百年。

那時候開始分裂，在那個時候一直分裂，在大眾部裏面，陸續有多少意見不同又分

裂。上座部一樣分裂。結果在二百年之間，即是由開始分裂到了最後二百年之內，分

裂成十八部。加上原來基本的大眾部、基本的上座部，加上來二十部。於是，二百年

之間，小乘分為二十大派。

二十大派裏面，「你駁我、我駁你」，那麼就叫做部執佛教。分裂的時間就是二

百年，繼續延續到整整千年都不止，所以佛教結果被別人、被婆羅門教打倒、結果被

回教人入去(印度)，就殺光比丘。關上門，自己打自己。單是小乘都有二十派。好

了，在小乘的二十派之中，就分為兩個系統，一個系統就是上座系統，即是老人家、

保守派在北方，(他們的)根據地就在北方。另外，就是年輕人，人數眾多，叫做大眾

部。大眾部再分裂就成為大眾部的系統，這個就在南印度發展。這個在地理上，我們

知道北方人一定是比較保守。天時冷、土地厚，肯定是保守；南方人就近海多，氣候

又溫和、活潑一些的。我們中國都是這樣的，長江流域的人很活潑、很多新思想的；

黃河流域的人一味穩重，是這樣的。歐洲又是這樣，北歐和南歐不同。這樣，大眾部

的系統就在南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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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當部執佛教一直很流行的時候，就有一批這樣的人出現，有一類這樣的人出

現，(是)佛塔崇拜者出現。佛塔是甚麼東西？塔就是 stava(應為 stupa，下同。Stava

解作讚)，梵文兩個字，即是形容甚麼？印度的人就(行)火葬，火葬之後，將骨灰放在

龕，放下去龕。骨灰就是遺骸來的，遺骸的名稱叫做舍利，又叫做 ar raś ī 這個字，舍

利，即是遺骸。現在的人以為舍利很了不起，有甚麼神奇？實在是甚麼？火葬後遺留

的屍骸，是這樣解釋而已。這樣，當然佛的遺骸就是很有價值了，大家爭著來供養。

還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和尚死了，火葬後的遺骸，人們又要取來供養。供養時候，就會

給一個小小的塔形，來到……好似你現在去佛學書局、去甚麼可以買到的舍利塔，那

些金色的(舍利塔)。舊時，是用石來到造的，那些塔就盛起那些骨灰。有時候，分開

很多個地方放置。這處有一個。一個小的舍利塔，另外建一間大的舍利塔，整個人可

以進去的。有些是可以容納很多人進入、坐著都可以的。中間亦放了骨灰龕在那處，

那些叫做佛塔。佛塔兩字是譯音來的，叫做 stava，那個字是 stava，s-t-a-v-a，有

些人就不要 a字，有些就無尾音，stav這個字。不知道為何舊時我們的祖宗的譯音，

譯得這麼「離譜」(奇怪)呢？Stav，那麼應該譯作「斯達波」，這樣才對的。他們譯

作塔字。所以一到唐三藏將它來譯作「窣堵波」，Stava便是「窣堵波」。現在你對

佛教徒講「窣堵波」，他們反為不懂。你說塔，他們就懂得。其實就是盛載骨灰的器

皿來的。這麼，佛還未涅槃的時候，就有一些佛的弟子就問釋迦佛。他們怎樣說呢？

「佛你將來肯定會涅槃的，你涅槃之後，當然是火化，那些骨灰、舍利，當然會由我

們很多人供養的。那麼要興建一個塔來供養，那麼那個塔應該是甚麼形式好呢？」

(這樣)問佛。佛……

是否夠鐘？(時間到了？)

聽眾：不是。不是。

羅公：佛就順手拿著吃東西那個 ，拿起那個 ，就打翻在那處。他的 是這樣的，鉢 鉢 鉢

或者這張是 ，是嗎枱 ？放下，佛的 ……我不懂畫東西的，打翻便是這樣了。鉢

佛就拿著一枝豎立的錫杖，就放在這處，就說：「將來我死了之後，我去世之

後，你們興建塔來到供養我的舍利，你們興建的塔要好似這樣的形式的，好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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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蓋著這處。上面有一枝錫杖，好似一層、一層，好似邊那樣，這樣就是鉢

這個形式就可以了。」是佛自己立定的。於是，又有人問他：「這些塔，我們

怎樣供養呢？」佛怎樣回答呢？他說：「這些供養我的塔，不過是求福而已，

出家人就不應該求這些福，出家人就應該在寺院內修行戒、定、慧。這些供養

我的塔是用來求福，這些是留給那些俗家人去做，你們出家人不用去做這些

事。」是這樣的，釋迦佛叫出家人(不用做)，即是這些(供養)的事交給俗家人

做。那麼，釋迦佛過世之後，於是，那些人將佛的舍利分做八份，由八個國王

分了它。每個王分了，自己又將一部份分回給比丘、和尚，各人拿回去就興建

佛塔，就興建了很多佛塔。到了阿育王，一位 A okaś 王統一印度的時候，他

就很尊崇佛教，很相信佛教。他就在佛(過去)所到的地方，他都建立一個石

柱。現在你去尼泊爾，去到佛出世的地方，那處有一支石柱，你去過是嗎？見

過那支柱嗎？

聽眾：無去過佛出世那處。

羅公：無去過那處，差一點。第二次去看看。

看那個石柱，站在石柱那處，拍一張照片。那支石柱是阿育王造的，那麼到處

(只要)有佛跡的地方，都造石柱。還有分散……他收集了印度所有佛的舍利，再重新

製造過(佛塔)，是造了八萬四千個塔。即是說，很多、很多塔。阿育王是這樣 (造佛

塔)在每一個地方，讓人們供養。因為這樣，所以就傳出一件神話了。說阿育王能夠

使鬼神的，他吩咐鬼神收集舍利，叫鬼神造八萬四千個佛塔，分去各地方。它說我們

中國都有幾個地方有，於是，有些人就說，寧波，浙江寧波有一間寺叫做阿育王寺。

(裏面)有一個塔，就是一英呎左右高的，用那些青石造的，就不知道幾時造的塔，無

人考(據)得到。(裏面)有一粒佛的舍利。這樣，每人看它都不同，有些人看到它是紅

色，有些人看到它是黑色的，有些人看到它是黃色的，有些人看到綠色的。有些人看

到是「打孖」(兩粒)的。有些人看到整個佛在這處。這些是甚麼呢？這些是無甚麼

的，是心理作用，是嗎？心理作用。如果他是頭腦清明的，肯定是見到灰灰的色，如

果是神經衰弱的，肯定是見到很多顏色出來。這樣，就說那個塔是阿育王造的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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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個就只有那些「阿婆」才相信的。

那麼，他(佛)就吩咐，供養佛塔這個責任就是那些在家人的，不需要出家人做。

於是，釋迦牟尼涅槃之後，人們就興建了很多佛塔，在寺門附近興建佛塔。那些在家

人，每人都想求福的。說供養佛塔就可以生天，又可以消罪孽，來年又有甚麼福。(這

些)對出家人不過是……他們來求福了，(我們)管理一下而已。於是，管理佛塔的人，

大部份是在家人，但是你知道這班管理佛塔的人，很多人是供養佛塔，供養佛塔就是

給予很多物資去供養。有些人給予金錢供養亦不定，有些人擺放寶物在那處不定，即

是說，雖然管理佛塔那類人是在家人，但是那些人就很「肥」(得到很多錢財)的，你

明白嗎？這樣，漸漸地，那些出家人又走去管理，於是，形成一類出家人與在家人混

雜在一起，這類人叫做佛塔的崇拜者。這些就是大乘佛教徒的前身，所以我們來看一

下大乘經裏面，《大般若經》經常講「佛塔、佛塔」。那些後起的大乘經，好似《解

深密經》幾乎提也不提「佛塔」，《大般若經》揭兩頁就有(「佛塔」)。即是說那些

(經)距離那時候還近一些，由這班佛塔的崇拜者的思想，這類人的思想就跟那班和尚

有多少不同。為何？他們志在求現世的福和世間的福，所以大乘的人就講到，「我們

修學佛法，就不止去得涅槃，免生死輪迴那麼簡單，最重要是甚麼？求來世，小則生

天，大則做轉輪聖王、或者做天王。現世都有福的。」大乘經有很多這樣思想，小乘

經比較少的。那麼這些佛塔崇拜者的思想，就不受那個教會思想(接受)，(被)限制。漸

漸地，沒多久，那些人就取原始的核心出來，就將它們來到發展，成為大乘經的原

型，再發展而成為整本的大乘經。那班人就以那些佛塔崇拜者為多。而且，這類人最

容易產生那種思想，於是，由佛塔崇拜者之中，產生了一種大乘佛教徒出現。

那麼，大乘佛教徒出現，大概是距離佛涅槃後，第五世紀，第五百年後，即是現

在公元第六世紀、第七世紀(口誤：應是公元前後)，差不多的時候。那麼，那個時

候，那些大乘經陸續出現。於是，產生甚麼？產生所謂大乘佛教，是第三個階段。第

一個階段，佛在世和佛涅槃後一百年內，原始佛教是第一個階段。第二階段是佛涅槃

後，第二、第三世紀，小乘佛教陸續分裂，這個叫做部執佛教。第三階段了。第四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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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當部執佛教最盛行的時候，已經含有甚麼？含有佛塔崇拜者，由這班人提倡大乘

經。而大乘經就應運而生，於是，佛涅槃後，第四、五世紀的時候，正式的佛教產生

了。大乘佛教產生，最初就是很多大乘經出現，而大乘經出現到底是否「隆」一聲，

很多大乘經出現？不是，現在的人研究的結果，最初出現的大乘經，一定是比較樸素

的。那些講到五花八門、很神奇一定是後起。

比較樸素的就是《般若經》，現在《般若經》是六百卷了，大概當時可能是幾卷

這樣之類。這麼，首先是那些《般若經》出現。一方面，《般若經》銜接小乘的思

想，一方面，《般若經》就是打開大乘的思想。《般若經》出現，亦不是一下子有六

百卷那麼多。先有裏面的一個部份、一個部份起的。這樣，怎樣起呢？我們今天不是

講這個主題，總之有《般若經》出現。《般若經》是怎樣？它主要是把小乘裏面所講

的無我，佛說的一切，佛經都不外甚麼？三法印或者叫做四法印。第一，就是諸行無

常。第二，就是諸法無我。第三，就是涅槃寂靜。第四，就是有漏皆苦。這些叫做四

法印。四個法印之中，諸法無我，人就無一個實我，不止人無我，一切法都無一個我

的。由這個諸法無我的思想，入到大乘經裏面，就成為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人、包

括物都是無實體。人固然是無永恆的不變的實體，永恆不變的實體便是我。即是靈

魂。人固然是無靈魂。一切事物都並無一個實質，都是甚麼？由各種條件配合而產

生。小乘經有一個無我的法印。一發展到大乘就認為空了，所以《般若經》首先就把

三法印中，那個無我這個法印發展，而成為空、無自性。

跟著，《般若經》又如何發展下去呢？就有《維摩經》出現了。《維摩經》，

《般若經》都是講無我而已，《維摩經》就不止講無我。《維摩經》就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認為甚麼？說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不二法門。不二怎樣叫做二？相對就叫

做二。即是你說有善的，對面就有一個惡。你說高，對面就有一個矮，便是二。即是

相對的。它說相對的都是甚麼？現象界的事物，即是 phenomena裏面有相對的事

物。如果那個宇宙的最後實質，即是那個 final reality，是 absolutely 絕對

的，absolute即是甚麼？不二即不是相對的，便是絕對。那個宇宙本體不能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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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惡，不能說善，就有一個惡在對面。你說一個我都不可以，你說一個我，就有

一個非我，總之是不可說的。說就是不對的。那本《維摩經》就是這樣，不二法門一

定是絕對。第二點，我們中國人平時少留意，結果被那些歐洲人留意到這一點，歐洲

人，那位德國人叫做 Edward Conze，他就寫了一篇文章，(主要關於)《維摩經》裏

面，表現一種思想。是甚麼呢？當大乘初期發展的時候，那些在家人「浮頭」，要過

問教會的事情。以前的教會全部都是出家人控制的。唯獨大乘初起，就因為大乘的人

都是由於佛塔崇拜者而來。而佛塔崇拜者大部份是在家人，在家人的勢力強，經濟力

又強。你們那班出家人要依靠他們的施捨，所以這班人勢力一強，他們要過問教會的

事情。舊時就是你們(出家人)說的算，現在我們要參加意見，這種在家人過問教會的

事情，用文雅一些的說法，是甚麼？居士佛教的浮現，講得不好聽，是在家人要過問

教會的事情。這個是 Edward Conze的說法。這樣的思想怎樣表現呢？拿出一本

《維摩經》，用這種思想作中心，搜羅一些資料，就結集出一本叫做《維摩經》。即

是我這種說法，

在寺門這樣講，會被人擲東西的。我現在在這處，是王亭之 (談錫永) 的徒弟在

這處，我跟你們這樣說是無所謂。你們看到嗎？這一期《香港佛教》有一篇文章，你

們回去看看，駁斥呂澂。呂澂有一篇文章叫做《楞嚴百偽》。香港的人都不知道有這

件事的，我就是多事。幾年前，就在能仁研究所，因為人們熱烈討論《楞嚴經》，我

就(看到)這班人講得興高采烈，我就找回呂澂舊時那篇文章，印了出來，用來送給學

生一人一本。於是，其中有一個我的學生，就是一位很虔誠的比丘尼，就拿了去給另

一位愍生法師看。愍生法師(說)「這個人可惱也」，於是很辛苦地寫了一篇文章逐條

駁。但是，(學術)距離太遠，即是你叫……我就學了五個月太極，你叫我跟吳公儀比

武一樣。怎樣比呢？是嗎？不過他都是有勇氣。

聽眾：有勇氣是好。

羅公：不過香港很多人相信他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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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Edward Conze)就說表現居士佛教浮頭的就是《維摩經》。那班人就結

集《維摩經》。為何？《維摩經》講，這位維摩居士的地位。是八地菩薩，高過那班

出家人的。這班出家人最多都是(阿)羅漢而已。他說這班出家人有執著，而這些在家

人，雖然有天女同居，但是他都無執著的。那位天女住在他那處的，無執著。他說那

位天女出來散花。是嗎？一散就散在那些小乘的羅漢身上，黏到很緊的。但是，散落

在大乘的人身上，馬上掉落的。即是說甚麼？說這種思想表現你那些小乘人很執著，

大乘的人無執著。花黏在你的衣服不掉落，就表示你很執著。花散在大乘的人身上，

花馬上掉落，即是說他們無執著。這樣，那些出家人、(阿)羅漢就逐個、逐個被那位

老居士問，問到他們每個人都啞口無言。結果，文殊師利(菩薩)的回答，令他滿意一

些。文殊師利是童子，是年青人來的。文殊師利童子回答他，就說你們這班人經常執

著，這位老先生就不執著的。怎樣不執著呢？他問那些人：「甚麼是不二法門？」這

個就答這樣、那個就答那樣，每個回答都不可以。最後，無人能夠解答，由文殊菩薩

來回答。文殊菩薩答得好了，不二法門就是絕對的，語言文字只能表達相對的概念。

絕對的事物(是)語言文字表達不出的。所以，所謂不二法門是離開語言文字的。我們

要離開語言文字去體會，才可以體會的，這些才是不二法門。講到這樣，然後那位老

居士點頭，(認為他回答)對了。大迦葉那麼德高望重的，都說不可以。是嗎？是要這

位年青的文殊師利回答才可以。即是表示甚麼？年輕人那種……即是說甚麼？不是說

這個佛教的世界是老人家的控制，是要這些年青人，有這個意味。還有，你們小乘人

經常都不懂得metaphysical，那些形而上的道理，你們這班人都不瞭解，經常執著

在那些戒律、種種修持。這個表現甚麼？文殊菩薩講完之後，這位維摩居士說可以。

那時候，文殊菩薩回將那位維摩居士一軍，他(問)：「你老居士又(認為)是怎樣？我

答了你，你就說對。那你怎樣回答呢？你講給我們聽聽。」這位老居士講不出，那麼

《維摩經》怎樣的說法？「爾時，居士默言無言……」無發出聲，於是，文殊菩薩即

刻稱讚他，乃至你這種表現，即是離開語言文字，表示出語言文字所不能表示的道

理，你是真正……「是真能入……」文殊即刻稱讚他。你能夠這樣講都講不出的，你

已經體會到，真正體會到所謂不二法門。這樣，這樣簡直是這部經。第一，居士要過

問教會。第二，把這個佛家的義理提升。這樣，《般若經》以後就有《維摩經》。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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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就有《法華經》的出現，陸續(出現各經)。

後期(出現)所謂甚麼《解深密經》，後期出現的。總之，大乘一出現，就分做前

後兩個時期。一個時期就是龍樹、提婆所提倡的空宗，大概大乘初起的時候，空宗最

盛，以《般若經》為主，就以龍樹、提婆以及他們的徒子、徒孫的著作為主。那個時

期大約佔有二百年的時期獨盛的。但是，凡是盛極必衰，所以到了佛滅後第七、八世

紀以後，當那種講空宗的理論已經停頓了，講都講盡了，不能發展了。而且，流弊產

生了。凡是一種制度或者一種理論，到了它老化的時候，就有毛病。於是，當它發生

毛病的時候，彌勒、無著、世親那些所謂唯識宗，所謂瑜伽宗，所謂大乘有宗出現，

來到補救這個大乘空宗的缺憾，於是有所謂彌勒、無著、世親這個唯識派。

即是說佛教發展，第一就是原始佛教，第二就是部執佛教，第三就是大乘空教，

第四就是大乘有教，即是唯識教。四個層次出現。但是，講到唯識便沒有甚麼再講

了，那個時候，印度教有一位聖人出現，那個人叫做商羯羅 Shankara出現。他重新

整理印度教的義理，振興印度教，把以前的婆羅門教振興起來。這個商羯羅

Shankara 以後，人們不再稱它做婆羅門教了，說它是新一派了，就它做

Hinduism，是印度教，就不叫它做婆羅門。以前的舊教就叫做婆羅門教，那時

候，Shankara這個人很了不起的。而且佛教徒中，(不論)大乘或小乘的人無日不爭

論。大乘裏面，空宗和有宗經常辯論、爭論。那班學者經常在經院裏面辯論，全部忘

記了那些民眾，就被人罵不吸收民眾。但是，印度教雅俗共賞的，你們不要小看他

們。雅就怎樣呢？他們取佛經那些《般若經》和龍樹那種二諦的道理，來到講成很高

級的理論。俗呢？他們用舊時那套理論，祈禱天神，求福便可以，死了，你自然會生

天。祭祀仍然是萬能的，雅俗共賞。(而)佛教就高高在上，高談闊論，別人就實事求

事，在收攬(民眾)。大部份人改信印度教。這樣，在這個時候，密宗就興盛。不過在

密宗之前，當大乘空宗和有宗出現的時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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