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知道大乘佛經之中，有所謂空、有兩輪。先佛經，大乘經裏面，有空、有兩

輪。所謂空輪就是指各部《般若經》，總數，我們現在看到中國所傳的《大般若波羅

蜜多經》，就有六百卷。這些《般若經》，主要裏面就是講一個空。講一個空字，那

麼，《般若經》講空的意思是怎樣呢？意思不外講世界上的一切事事物物，都是由眾

緣聚合而生成的。緣者就是條件，即是說一切事物都由各種條件配合而成的。猶如一

部汽車，是很多零件配合的。當它們配合得適當的時候，就有汽車的作用了。這種說

法就叫做空。一切事物都是眾緣和合而成，無實質的。無一個自己的實質，整部《般

若經》的中心思想就不外講這個空，空即是說一切事事物物都是各種條件配合而成，

並無自己的實質的。這樣，公元第二世紀至第三世紀之間的時候，那個時候，《般若

經》已經陸續出現了。就有一位在佛教史裏面，非常超卓的人物，就叫做龍猛了。龍

猛又名叫做龍樹，梵文叫做N g rjunaā ā ，譯作龍猛，亦可以譯作龍樹。一位是大乘佛

教的建立者，又是佛教史上最超卓的人物之一。他一出現之後，就依據《般若經》所

講的空的道理，來到做了很多論。

很多論之中，有兩本論是非常之重要的。一本就叫做《大智度論》，是解釋《大

般若經》的主要部份。我們中國現在的《藏經》裏面有一百卷，是鳩摩羅什翻譯的。

現在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本書。梵文原本無了，西藏文亦無這本書。所以，有很多

的西方人研究龍樹的學問，希望有人將中文那本《大智度論》的書翻譯成英文。但

是，始終未曾有全本的翻譯，就我所知道，在印度曾經有一個人翻譯，但是未翻譯得

完全。現在我們亦買不到。當我住在加拿大的時候，曾經有一位印度人，從前就做教

授的，退休了。他懂得多少中文，他就讀不來《大智度論》，他就經我朋友介紹，叫

我有空，他就來給一筆學費我，叫我將中文《大智度論》解釋給他聽。我說我用英文

解釋，解釋不到的。你要我將《大智度論》用中文、用白話解釋給你聽，我已經頭痛

了。用英文，更加解釋不來的。他說可以的，他可以聽中文的，他在香港住過十年，

我可以講廣州話，他可以聽得明白。結果，我曾經拿著《大智度論》，一句一句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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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我一直講，他一直聽，他一直 take note，大概講到三卷左右。我說我沒有

空，我又要走了。只是得三卷。以後，他亦回去印度了。

這樣，一本《大智度論》，如果有志想研究龍樹的學問，這套書翻譯了它，對世

界的文化一定有很大的貢獻。你們英文好的，不妨試一試。這套是很重要的《大智度

論》，是解釋《大般若經》的最重要的部份。第二部書就叫做《中觀論》，簡稱就是

《中論》。這部《中觀論》就不是將《大般若經》來解釋，是將《大般若經》裏面的

空的義理來到闡發。我們如果想瞭解空，一定要讀這本書。我現在講這兩本最重要的

著作，都不外(乎)解釋那個空，是嗎？然則，何謂空呢？我們一定要將空字來解一解

釋。那個空字，普通空字，我們一般用空字有幾個解釋。第一個解釋，就解釋成沒有

的，根本無這回事的。例如：龜的毛、兔的角，根本無這些事物的，沒有的。第二種

解釋，不實在的、假的。第三個解釋……

普通在佛經裏面，我們一看就看到空字，普通就有三個解釋的。哪三個解釋？如

果我們一弄錯呢？你看哪本書，你也就會非常之麻煩。哪三個解釋呢？第一個是無

的、無這回事，這個是很容易解釋的，這個解釋是甚麼？是一個形容詞，即是一個

adjective來的。在梵文(而言)，它就是 nyaśū ，梵文就是 nyaśū ，是形容詞。第二個

解釋是不實在的，有一個「的」字，當然是形容詞了。是嗎？假的，又是形容詞。又

是梵文那個 nyaśū ， nyaśū ，不是 soon-ya。又不是 sooner。 nyaŚū ，英文無這個音

的。這兩個都是形容詞，很容易的。第三個解釋，麻煩了，第三個解釋又怎樣呢？當

作空性解釋，空字當作空性解釋，不是形容詞，當作空性。空性就是 nyatśū ā，加一

個 tā字的，t是讀 d的。 nyatŚū ā，加一個 tā，這個是實字的，是 noun(名詞)來的。

一當它是 noun，就不同解釋了，是嗎？翻譯作空性了，那個性字在梵文裏面有兩個

解釋的，一是解作狀態，第二解作實體。當空性解，就有兩個意義，又分兩種。

一種就指空之狀態，你說它空了，那種空的狀態。即是英文那個 state，空到怎

樣呢？那種空的狀態。或者無實在自體的狀態，根本無實在的自己。那種無法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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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第二種解釋，就是甚麼？由空智所顯的實在，這個就難解釋一點了。甚麼是由空

智所顯的實在，即是說我們想體會、想證得我們生命的實質。實在者指我們生命的實

質。即是禪宗人的佛性。亦即是現在……不是，我們生命的實質，同時，即是宇宙的

實質。我們生命的實質，即是宇宙世界的實質。如果這個生命的實質，又是宇宙的實

質，這個即是哲學上所謂的本體。哲學上所謂 reality，實在。即是甚麼？哲學上所

謂 reality，哲學上所謂 final substance最後的實質。即是佛家所謂真如，是嗎？這

個真如在佛家來講，即是我們生命的實質，不是用語言可以講得到的。亦不是用我們

有概念的知識，可以想像得到的。因為不能夠用有概念的知識去把捉得到，所以叫做

不可思。又不能用語言來到表達得到，所以叫做不可議。不可思議的，即是超過語言

和概念的，那麼這個宇宙的實在是超過語言和概念的，為甚麼它會這樣講呢？很簡單

的，凡是有形有相的，都是現象來的，phenomena。譬如，你說它是紅色的，紅色

是一個現象來的，是一種 phenomena 來的。譬如你說它臭的，臭又是一種

phenomena。你說摸下去是硬的，硬的又是一種 phenomena，你說它很抽象的，

抽象兩個字不過是 concept，又是 phenomena。所以，凡是用我們的概念可以把捉

到的事物，都是 phenomena，不會是 reality。在佛家是這樣的看法，不過是幾合理

的看法。如果佛再深入些，凡是有形有相可以被我們把捉到，都是 phenomena，因

此我們生命實在和宇宙實在的那個 reality，一定是無形無相，一定是用概念或者用

語言把捉不到。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嗎？明白嗎？因為這些道理好似玄之又

玄。是嗎？有時候，聽不慣就好難明白。這樣，這個真如、這個 reality既然是無形

無相，又用語言表示不到，又用有概念把捉不到。那到底我們用甚麼方法可以把捉得

到呢？我們先要問一個先決問題，這件東西，我們可不可以接觸到？如果我們不可以

接觸到，就是白費功夫，無謂講，是嗎？如果接觸得到，就有得講。

講到這處，我們不能不講多少題外的話，現在那些講哲學的人，有兩種看法，我

先聲明，在座之中可能有一些哲學家都說不定，我不是專門學哲學。我只講我所見的

如此，你不要依據我所見的，就說那些哲學家這樣講，這樣就搞不來的，我就會惹得

一身是非。這樣，這個 reality，即是我們生命的本質，亦即是宇宙的本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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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e的本質，到底可不可以接觸的？有些哲學家說可以接觸。當你說可以接觸

的，一定會被人問：這樣，請你講給我聽，「怎樣接觸呢？」你怎樣說呢？你說你可

以接觸，怎樣接觸？你很難講得出的。是嗎？你接觸過嗎？如果你說我都未，那我又

無辦法，我以為想當然的。他又說你這些叫做獨斷論。你都沒有把握的，你就說可

以，是嗎？等於還兒戲過做生意，你都無把握去做生意，你還說一定賺錢？是嗎？這

些都是獨斷論。又有些人說不可以的，這些怎可以呢？是有的，但是又不是說無，我

們無辦法接觸到。你又怎樣知道一定無？或者一定有呢？你無接觸到，未必是別人

無。這些所謂懷疑論。是嗎？獨斷(論)固然是不妥當，懷疑(論)亦太過份些。講到這

處，即是很多哲學家認為這個宇宙本體、這個 reality，佛家叫做空性、真如那個東

西不能被把捉到的，有些就說不可以的，有些就說可以的，說可以的那些無疑是獨斷

論，你(說)你可以，你試過嗎？是嗎？於是，有些人說不可以，說不可以的(人)最有

力是誰呢？就是德國那位哲學家 Kant，康德，好似他那樣說，世界上有兩件事不可

知。第一就是神的有無不可知。神，你說有又是獨斷、你說無都是獨斷，你又怎樣知

道無？你都不知道，你又怎樣知道它無？你不知道，又怎樣知道有？神的有無不可

知。第二，reality，即是本體的有無不可知。那麼有兩件事不可知。

所以，那些講辯證法唯物論那些大陸人，就叫康德做不可知論。好了，即是有些

人說不可知。那麼佛教又怎樣呢？認為可知抑或不可知呢？佛教就說可知，直接說可

知的，可以有辦法把捉到的。怎樣把捉呢？「得」(可以)，他們說這個辦法，我們修

空觀，打坐、靜坐的時候修空觀，經常地觀。譬如一個人都是眾緣和合造成的，五蘊

(造)：色、受、想、行、識五堆東西造成。等於，這五堆零件造成的汽車，五堆零件

造成的汽車根本無實汽車。只有零件的結合，每一件零件，又是甚麼？又是很多原

子、分子結合而已，根本無一件零件，都是無實的東西，(是)假的。原子是有的吧？

原子，現在(人類)已經知道(是由)那些電子、質子結合而成。電子、質子還不是(有)？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日以為原子是最後，現在已經說不是。將來科學進

步些，說電子、質子又不是最後，是嗎？你怎樣保證得到一定是？一樣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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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佛家，他們都是用思辯來到駁，怎樣駁呢？假使你說最小的微粒子，或者

比電子、質子還小的，叫做極微。這樣好嗎？佛家經常講極微。假使極微是有的，現

在問一下你。(它)佔不佔空間呢？佔不佔 space(空間)呢？你說它有，我現在只是問

你，你說它有的，那個極微佔不佔有 space。如果你說不佔有 space，不佔有 space

你怎樣證明它有呢？龜的毛不佔 space、兔的角是不佔 space，西遊記裏面孫悟空那

枝棍不佔有 space。你說它有？不是，不佔有 space，都可以說有，你容不易說那些

都是有？你剛剛講跟你的論點怎樣成立？所以，你說極微是不佔 space，你就是一定

虛妄的、說謊的，就否定了他不佔 space的(主張)。好了，你說不是的，我(主張)佔

space的。好了，他用歸納法，世界上的車，你坐那架車，有東南西北的方向，又佔

一定的 space，那件車是假的。你所建那間大廈，又有東南西北的方向，又有空間裏

面幾多、幾多方尺，那麼佔 space。但是這棟大廈假的，為甚麼呢？這棟大廈是由石

灰、鋼鐵那些材料建成的，假的，根本無實的大樓，(是)假的。地球是真的吧？地球

都是假的，有很多山、有很多水，是嗎？都是(由)不知多少元素堆起來，哪裏有實的

地球呢？地球是佔 space，地球是假的。太陽系呢？同一樣道理，太陽系是佔

space，太陽系是假的。銀河系佔 space，銀河系都是假的。凡是有形有相的東西，

想得到、摸得到的東西，如果它們是佔 space，一定是假的。即是在我們經驗上而

說，你相不相信經驗？如果你說不相信經驗，不能講(討論)，科學都不能討論。如果

你一味相信經驗，經驗告訴我，凡佔 space的東西，除了你現在講的那粒東西之

外，所有佔 space的東西都是假的。如果你這件東西是佔 space，極微是佔 space

的話，極微一定是假的。這個方法是歸納，是正式科學的方法。

這樣，佛家是這樣的(觀點)，它這樣是(主張)修止觀想，不是不想東西，是一直

想，想到結論又怎樣？不佔 space的又是假，假便是空。佔 space又是空。每件事

都空。那麼我這句說話空不空？我說它空的，你相信嗎？都是空的。為何？這個是概

念來的，concept來的，整個東西在這處都是空，你這句話(怎能)不空？是嗎？空

的。那麼空字空不空呢？空字都是空的。空的概念、concept都是空的，無有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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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說無有不空的話都是空的，全部徹底的。他是這樣修觀了，一直這樣觀，觀到

最後，每件事都是空。空亦是空，一直將精神，一直怎樣？一直昇華、一直升級。空

亦是空，空亦是空這句話亦是空。我知道空亦是空的這句話亦是空，這種智慧亦是

空。總之凡有可說的都是空。一直這樣空，到最後你會發現一種所有概念全部沉沒，

禪宗的人就叫做甚麼？大地平沉，到那時候，連空的概念都是空的時候，禪宗的人叫

做虛空粉碎。全部概念，凡有概念的全部都不對。

即是說凡可說、可思、可想的都是虛妄，都是空，這樣想，想到這處的時候，都

是空的，還怎會可以想？想都是空了的時候，你說他有想，他都不想了。凡想都是空

的。你說他無想，他又不是，他正在想的時候，那時候的狀態，就會突然間好似所有

概念沉沒。但是不是死了、不是無知覺，他的那種智慧在那時候，他的 wisdom好

似照出去那樣，照出去一無所見，但是亦不是無見。你說無所見就是有 concept，你

說有所見又是有 concept，那時候是無 concept。那麼他照出去是一無所見那時候的

狀態，那時候的狀態既有狀態，就是一定有實質才有狀態的。就實質來講，叫做真

如、叫做空性，是空……這個就是由空的智慧，由觀空的智慧，這種智慧一層一層地

顯露出來的一種實在，叫做空性。我們佛教就是有辦法可以把捉的。這樣的說法，確

是替這個本體論開出一條路。這麼，是的，那麼你可以反駁他，這個是你自己生命的

本體而已，你怎能夠說(是)宇宙的本體？大概是這樣，你相不相信即是宇宙的本體？

你相不相信？不相信，是嗎？他要你們相信，為何？

因為你是宇宙的一部份，你的生命是否宇宙的一部份？你的生命最後的本質，即

是宇宙的最後本質。明白嗎？想一想，是不是？即是說這間公司被火燒光了，連你那

條手巾被燒了，是嗎？你帶著的手巾一定被燒了，不能說例外的，所以我們不用去另

外找，不用向外去尋求本質，自己向內、向自己的生命裏面，把捉我們生命的本質。

我們生命本質就是宇宙的本質。所以，那些講唯物論的人罵佛家的，這些是徹頭徹尾

的唯心論。但是你這樣罵又不對，為甚麼呢？唯心論就一定不對嗎？唯物論就一定對

嗎？是嗎？又是獨斷了。講到這處，不外就發揮空的義理，聽不聽得明白，這個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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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

好了，講了空的義理。現在的空字，普通我們一講到空字，有時作形容詞用，當

作沒有的、假的這樣的解釋，無實質的解釋。有時就當作一個名詞用，就當作甚麼？

當狀態，是嗎？無實質的那種狀態，跟用空觀的智慧撇除一切執著，所顯露出來的宇

宙本質的實在。這樣，如果當作形容詞來用，那位 Edward Conze就翻譯成，叫做

empty，如果是當作名詞用，Edward Conze將它翻譯成 emptiness。空性，你看它

(英文)翻譯就是 emptiness。就英國人的 emptiness都有兩種解釋的，一(種)就指甚

麼？那種 empty的狀態，是嗎？即是那種 state of empty的那種狀態。第二種就是

指那種實質，甚麼都無的那種實質。《般若經》不外那個講空義，而龍猛菩薩就依據

《般若經》，而發揚那個空義。對於那個空字，最普通那三個解釋，我講了，兩個

(解釋)就當作形容詞用的，一個(解釋)就當作名詞用的。當形容詞用，就一定叫做空

的，不加性字的，記著。如果當作名詞用，有時就加性字，有時不去加就是空字，所

以讀佛經讀到這些，就令你頭痛。尤其是我們那些甚麼？中國舊時的老夫子讀國文，

他們不懂得文法上那八類子。是嗎？他們就搞到混亂了。反而，那些讀英文學校的，

讀過 form four、Form five那類人，一講給他們聽，他們很清楚。那些老先生，你

講來講去，他們不明白的。

聽眾：無標點符號嘛……

《般若經》就是不乎是發揚空的義理，龍樹，即是龍猛再進一步將它闡發、我們

現在歸納空字的意思。空字等於中道，空字跟中道的意義一樣的，所謂中道就不偏於

(任何)一面，為何說空字就是中道？明明都是空了，還說它是中道？原來空字這個概

念是包括，空字的意義，因為空字意義是一個雙範疇，一對的，既不偏於這邊，亦不

偏於那邊，那麼怎樣叫做雙範疇呢？範疇兩個字，普通我們在報紙、雜誌看，就當作

範圍解釋的。這個是法律界的範疇，那些是金融界的範疇，其實這種所謂範疇，是當

作範圍解釋。那個字即是 limit那個字。不是的，哲學上用範疇兩個字，不是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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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的。因為你查一下一本比較好些的字典，我們知道範疇兩個字，是 category，

那個字翻譯過來。那個 category是有很多種解釋，一種就當作一類類解釋，當它是

總類的解釋。另外一種解釋是思想上的間架。所謂範疇是思想的間架。為甚麼講錯

呢？原因是固然是座上那麼多人在大學裏面，一定會修過哲學的，你就會嫌冗贅了。

但是很多人現在做生意的，聽了都不記得的。

所以我不能不為了令你明白起見，我不能不講。哲學上所謂範疇是思想的間架，

間隔即是間架。興建房子一定要有間架的，興建一座大廈，如果無一個間架，你怎樣

興建呢？幾多根柱，是嗎？幾多根樑，每根柱承受幾多噸力？那個空間的闊窄比例幾

多？這些就是間架了。無間架不可能興建一間屋，同一樣道理，無思想亦有它的間

架。無間架，無可能有思想。那麼普通的間架是甚麼？德國的哲學家康德講我們理性

有很多範疇，不必理會那麼深。普通的間架，我們最通俗的間架，就是這幾個。

譬如你在思想東西，譬如我想去印度旅行，譬如你這樣想都是思想。你起這個思

想的時候，已經有幾個間架。第一，是時間的間架。中文就無 tense，甚麼 future

tense、Past tense，但如果你一翻譯英文，你說你想去印度旅行，你未去當然是

future tense，是嗎？所以中文有時候，我們中國人實在就很愛國的，不過中文就用

作敘述科學的事物，是不及外國文的，不及英文、法文、德國那些這麼清楚的，(比

較)籠統一些的。其實我們中文都有間架的，譬如我說我要去印度旅行，我要去即是

你還未去。是嗎？要去就是將會要去，是嗎？這句實在是 future tense來的。即是說

要有時間這個間架。譬如你說你結婚，發一個(喜)帖，我倆謹擇於某月某日假在甚

麼、甚麼聖公會大禮堂舉行結婚典禮，譬如是這樣。是不是有時間的間架？某月某

日，所以無時間間架的固然你不能寫文章，亦不能思想。等於無藍圖的間架，你不能

興建大廈。你一定要有一個時間間架。第二就是空間間架，space，間架。謹於某日

在某個聖公會大禮堂舉行結婚典禮，大禮堂，是嗎？這個便是間架。譬如我們現在請

劉上師在大會堂演講密宗，這個大會堂便是間架。無空間間架，不能夠思想。還有性

質的間架，所謂性質是指甚麼？肯定、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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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你說我明天會去上班，你肯定你明天會去上班？譬如說我明天不上班了，否

定了。肯定與否定是一個性質來的，quality。思想裏面，一個 quality。如果你可能

是既非肯定，亦非否定，滑頭的，你的思想就不明瞭了。所以你的思想一定要有一個

性質間架。還要有份量的間架，是嗎？一定要有份量的。如果是英文，名詞肯定要

(寫)單數(singular)抑或雙數(應指復數，plural)的，不能無的。中文又是這樣吃虧

的，是嗎？一隻雞蛋又是蛋，其實我們就要表示得很清楚。我們思想裏面要表示得很

清楚，要有份量，是嗎？

譬如我說要找一間房屋來住，一定要十二呎高的。這些便是份量了。所以，時

間、空間、性質、份量，這類是我們思想所不可缺少的，這些叫做思想的間架。這些

思想的間架叫做範疇。對不起，你們那些老哥很明白的，我就白花你們的時間，因為

我不能不為那些經常用算盤的，忘記了一切那些人著想，是嗎？這些思想的間架叫做

範疇了。好了，不過空字是一個雙範疇，是怎樣的雙範疇？包含無自性，性字當作體

質解釋，無實在自己的體質的。這個是無的，這個就是否定的範疇，否定它的。第

二，無自性不是等於無，無自性是等於幻有，即是不實在，有而不實在。你可以不用

幻有兩個字，好似太過……你可以用緣生，是嗎？緣生。

無自性兩個字，你可以用性空，性字當作體質。當作體字解釋，體質。一方面是

性空，一方面是緣生。譬如這枝筆是無實質的，實質是空的、無的，因為怎樣？塑膠

(造)，塑膠就是(由)很多纖維造成，塑膠都是空的。這些纖維亦是原子、質子造成，

空的，性空。性空不是等於無，整枝筆在這處，可以寫了很多字的，幻有。兩者同時

存在，那個空字。普通的空字，當它用作形容詞的時候，表示雙範疇了。如果它當作

名詞用的時候，就不是用空字了，用空性。空性就是表示那種空的狀態，和用空觀所

顯露出來的宇宙實在。那我解釋了那個空字的意義了。龍樹闡發空義。好了，既然一

切都空了，確是空不是等於無了，是幻有。我們見到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實際狀態到

底是怎樣？一個空字那麼簡單概括了，似乎太過一點了。所以，於是就用……他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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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觀論》，他造那本《中觀論》裏面，一開首就有一首頌，那首頌就怎樣呢？

一首頌(就是)，「不生……」(板書)一揭開那本《中觀》的開首，就是這四句來

到描寫空的狀態。是怎樣呢？這個世界是怎樣呢？我們見到這個世界，忽然間，某一

間屋的有一位小孩子就誕生出來了；忽然間，你後院那棵蘋果樹又生出蘋果，(便是)

生，是嗎？某個地方戰爭又發生了，生的，無的，這個是假象來的。這個世界無實在

的生。這個生是幻相來的，而且是甚麼？這個世界上實在就是無生，我們因為有無

知，我們這些眾生因為有無知，對於那個無生的世界，就當它是(有)生的。這個生完

全是一個概念，是假名來的。假的就是不實在的，就叫做假；名即是概念，這個是假

的概念來的，這個世界並無生的。無生，就應該有滅嗎？生都無，怎會有滅？有生才

有滅的。那件事物都無生，何來滅？所以，這個世界並無滅，那麼不生又不滅？那麼

便是永恆了。是嗎？那件事物都無了怎有永恆？，常便是永恆，無永恆。不是永恆，

那麼就是斷、無，又不是這樣，為甚麼？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連續不斷的，這個世界

是不斷的。縱使這個地球無了，這個世界都不斷的，地球無了而已，另外一個星球還

有的。那個狀態變換而已，亦不斷。然則世界是怎樣？是否整個一體的？又不是，不

一。這麼多(人)，你還你、他還他，那麼多，怎會是一呢？你肚痛，他不肚痛的，怎

會是一呢？不一。不是一。那麼每件事是各自獨立了。又不是的，不是各自獨立，都

是這個整體宇宙來的，亦不異。有沒有來去？過去、未來，有沒有來？不來、無來。

有去嗎？亦無去，出字當作去字解釋，不來亦不出。這句就是指甚麼呢？

這個叫做甚麼？「八不」。生要滅，滅就是那邊，不生又不滅，那麼便是中間。

不常又不斷，又是中間。那麼這個叫做八不中道。八不中道，其實這個世界怎止八

不？應該是甚麼？不高亦不矮，不善亦不惡，不長亦不短，凡是相對的，全部「不」

盡，應該是千不萬不，是嗎？(這樣)才是對的。但是他(龍樹)說八不就可以代表一

切。所以他只講八個。為甚麼只講八個呢？八不是這樣，為甚麼只講八個，不講足十

個？又不減少兩個，只得六個，為甚麼又不會這樣呢？為甚麼？我知道，不生不滅，

就實體來講，實體者，第一是指這個宇宙本體，第二是每一件東西的實體。不生不

10



滅，就實體(來)講，這個是實體的範疇，不生不滅。不常不斷。用時間來講的，永恆

不變為之常，中間斷一截的為之斷，就時間來說的。不一不異，一和異是就空間來講

的；不來不出，就運動講的。我們宇宙、人生的現象，不外是甚麼？實體，那件事物

有無？和時間、空間、運動，不離開這些。那麼多範疇是最重要，即是八不是包含四

類範疇。這樣就講八不。這位龍樹講八不，每一句不生不滅、不甚麼，全部是《大般

若經》裏面有，但是無明顯講出來。他一取了出來，就解釋得透透徹徹。那他除了講

八不之外，他另外又根據《大般若經》，就講二諦了。講二諦又怎樣呢？他就要解答

一個問題，人們會問他：「既然每件事物都是空的，都是幻的，那麼森羅萬有，我們

怎樣處理？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應該取何種態度？」那他於是就講出二諦的講

法。二諦的講法，就是龍猛的講法，是這樣解釋的。諦字，諦者實也，實是甚麼？指

真理。真理，我們跟人談到真理，要分開兩面來講。又是中道，分開兩面來講。怎樣

呢？當一類人的智慧很高，又已經懂得佛法，那麼你應該教他修行，修行空觀。即是

說給他知道，一切都是空的。整個世界現象都是，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二、

不來不去的，要解釋給他聽，叫他一點也不要執著的。這樣，他的智慧自然就會把捉

到這個宇宙的實在，一把捉到宇宙實在，即是對於我們本來面目會很清楚。宇宙實在

就是你本來面目，是嗎？

禪宗所謂的「明心見性」亦不過如此而已。我們找到本來的面目，這樣，我們應

該如何做呢？不用別人教了。自己知道本來面目是甚麼的時候，就不用別人教了。我

們(對於)甚麼都可以有主張了。所以，他說對於這類聰明、(有)智慧的人，又能夠修

行佛法的人，你就要跟他講真諦。即是真真實實是如此的道理。真諦又叫做勝義諦。

怎樣叫做勝義？那些殊勝的人所懂的境界，這個義字當作境界解釋的。梵文的義字跟

境界、跟那個 object的境字，一樣解釋的。你不要當它是 meaning的解釋，當作

object解釋。勝義，那些殊勝、優勝的智慧所瞭解的，叫做勝義。這個是勝義諦。

有人翻譯作勝義諦，有人翻譯作真諦。還有人翻譯作第一義諦。第一即是最勝的解

釋，第一義諦。那你看佛經，看到(佛經裏面)忽然間講第一義諦、忽然間又說勝義

諦、忽然間又說真諦都是那個字。當一個人是懂得佛法，又肯去修行，智慧又很超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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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要跟他講勝義諦，說空的。這個世界上，你會見到又生、又滅、又常、又斷、

又一、又二、又來、又出，這些都是幻象來的。實在就是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

不二、不來不出的。你就要講這些給他們聽。如果有一類人，經常有很多執著，被那

些無明，無明即是 ignorance。經常被那些 ignorance遮蔽了，你就不要跟他講這類

道理了。你就要講甚麼？森羅萬有是有的，不過是幻的，幻都是有的，你就要怎樣、

怎樣修行，你要好好地持戒。你又要守紀律、守規矩，你又要怎樣修定，要多讀經教

引發你的智慧，慢慢來，這個世界上做甚麼都不可以，規規矩矩。

這些是世俗的人，這些叫做俗諦。即是甚麼？低級的真諦，即是甚麼？俗諦，即

是通俗的講法，通俗的真理。那麼就不要隨便講空了。這樣，俗諦又名叫做世俗諦。

世俗常識所瞭解的，叫做世俗諦。這樣，這個叫做二諦。講二諦無問題，聰明、(有)

智慧便跟他們講空，他是蠢蠢的便講有。是嗎？這樣，這種說法跟唯識宗的講法，二

諦是不同解釋方法的。這種的講法是指教學方法的二諦，是嗎？二諦指那些

teaching methods，教學法來講。但是唯識宗的二諦不是這樣，唯識宗的二諦就是

甚麼？勝義諦就指甚麼？本體，真如本體。真如本體不可說的，叫勝義諦。世俗諦就

指現象界，所以你不能依龍樹來到責難唯識宗的人，更加不要依唯識宗的人來到質問

龍樹，是嗎？因為大家(解釋有)不同的意義。龍樹、龍猛這種叫做約教二諦。唯識宗

這種講法叫做約理二諦。你們看不慣佛經的人，突然間看到佛經(裏)有約甚麼、約甚

麼，約字是甚麼？當作依照的解釋，約甚麼是當作依照解釋。約教就是依照教學方

法，約理就是依照所教的道理。那麼是二諦之說。他除了講二諦之外，他又談到涅槃

了。談到涅槃了，

羅公：夠鐘喇？(時間到嗎？)

聽眾：未。

又談到涅槃，甚麼是涅槃？現在先解釋甚麼叫做涅槃呢？涅槃這個字，梵文叫做

nirv naā 。nirv naā 這個字就是甚麼？是指一種狀態來講的，他認為每個眾生在無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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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都(經歷)生死輪迴的。這種生死輪迴的現象，除了你能夠證到阿羅漢果的時候，

就無了生死輪迴。一日未證阿羅漢果，你一日都要(經歷)生死輪迴的。這種生死輪迴

可不可能停止呢？佛家說可能的，只要你肯修道。你修道的結果，你就體會到、直接

證到，親歷其境，親歷哪種境呢？所有生死輪迴都停止了、滅。生死輪迴都滅，那種

狀態叫做 nirv naā 。即是生死輪迴都停止的時候，那時候的狀態叫做 nirv naā 。那種

狀態叫做 nirv naā ，都是狀態來的，無實質的。不是，有狀態一定是附屬在實質上面

的。他講狀態一定、肯定它有實質，實質是甚麼？那個實質是 reality，即是恢復…

…即是說融化在……講一句不是很確切的話，融化在 reality處，融化在真如自性那

裏，這種狀態叫做涅槃。你們不如簡單些好了，生死輪迴都平息那種狀態，叫做涅

槃，又或叫做滅。滅字，Edward Conze翻譯作 stopping，滅。那麼他又講到涅

槃，本來小乘來講，就說我們經常都生死輪迴。我們很辛苦，無始以來，我們一定修

道，修道的結果，將來就會得到涅槃了。即是說，將涅槃和生死輪迴，是兩件東西。

前部份就是生死輪迴，到最後得到涅槃。不是，生死輪迴就是涅槃。為甚麼呢？生死

輪迴即是涅槃，為甚麼？因為我們有一些無明，即是有 ignorance，無明遮蔽了我

們，令到我們的智慧不得清明，所以我們就起種種執著，這個世界本來有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不生不滅、不常不斷的，我們偏偏執著它又生又滅，又常又斷。於是，一

直越執越多，結果說我們執著生死輪迴。如果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原來是不生不

滅，不常不斷、不一不二，哪裏有所謂生死輪迴呢？亦無所謂涅槃。生死輪迴根本就

是幻相，生死輪迴是幻，涅槃都是幻了。因為有生死輪迴，就有涅槃。根本無生死輪

迴，何來有涅槃呢？

所以，生死輪迴亦空，涅槃亦空。這樣，涅槃就有兩方面不同。涅槃跟生死輪

迴，兩項事來到相對，可以分兩方面來講。第一方面來講，生死輪迴就是涅槃。只要

你把那個無明撇除了，生死輪迴就是涅槃。不能說生死輪迴以外，有一個涅槃。亦無

說涅槃之外，有生死輪迴。第二方面，就是甚麼？那個涅槃不是要修很多道，然後到

最後才涅槃。當下你無了無明，當下你就是涅槃。佛的最高境界就是涅槃，你無了執

著當下，你就是佛。於是，就講到絕對。認為甚麼？涅槃者，佛教徒認為(就是)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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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境界，修養最高境界就是在這處來。你被那些無明遮蔽了，你就是無知的。等

於你衣袋裏面有一個明珠，不知道值多少錢，你就包起它，但是就四周尋找，不知道

(在哪裏)，其實就在你那裏。你的涅槃。所謂龍樹講的理論就是這樣，這個中觀宗的

理論大致上就是如此。那麼這套理論的講法，……以上就是講到中觀派的理論，你最

好加一句，中觀派，一，理論。那個理論大致上是這樣。加在這處，我下一課堂不記

得加的理論那兩個字。理論是如此。這套理論就是這樣講了，可以達到嗎？一定可以

達到。他有甚麼辦法可以達到？有辦法可以達到。他特別寫了一本書，叫做《菩提資

糧論》。

你依著這本《菩提資糧論》，一步一步修行，結果你一定可以達到涅槃。即是結

果(是)，你一定把那個無明撇除了，有辦法的，那這個就是方法論。不止這樣， (除

了)理論了，還有方法了。那個方法詳見於《菩提資糧論》，我就不取來講了。如果

你們需要，就走去《大藏經》裏面，找一本《菩薩資糧論》。很厚的一本書，一本

「磚書」。那麼他寫得容不容易閱讀？並不容易，因為那些文字很「 」㪐㩿 (艱澀)，

那麼怎麼辦？不看可以嗎？可以的，因為怎樣呢？《菩提資糧論》所講的修養方法，

後人都重重疊疊地講了。將來如果你們……談錫永先生或者會選了很多佛經導讀，裏

面就會有一本叫做甚麼？《菩提道次第廣論》這一本書就繼承龍樹的《菩提資糧

論》，更加補充了很多，比它詳細的一本論，是指導你去怎樣修養的。這樣，如果取

它來講就變了喧賓奪主了，即是那部份的還多過這部份的。是嗎？五十多級，一級級

怎樣的做法，這個就做不到了。是嗎？那麼你們將來就(可以)看一下，現在未有這本

書。你都可以買一本，去佛學書局買一本《菩提道次第略論》，《略論》(容易些)

看，廣論很難看(得明白)。《略論》起碼有三分二(部份)，你看得來，《略論》。

這樣，他(龍樹)說有方法的。你肯直接修行就可以的。修行到怎樣呢？總括來

講，不外是甚麼？修行不外是三件事的，簡單來講是三件事。持戒，諸惡莫作，就是

持戒。第二，修定，我們的精神經常跳躍、不能夠集中，修定，我們的心寧靜就引發

那種很超越的無漏智。無漏智出現，然後就證到實在。修定。第三就是智慧。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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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慧。智慧又怎樣呢？智慧有三種，第一種，叫做聞所成慧。聞者聽聞，即是等於

我們看經教，由看經教或者聽人講經教，一句、一句都瞭解的。但是拿走佛經，你便

妄然不知，很多(人)是這樣的，那這些就叫做聞所成慧，(是)很粗淺的，是嗎？由聞

所成慧，就經過很多次的閱讀或者自己思維的，這樣消化了它之後，你就會得到思所

成慧了。經過思維之後所得的智慧，好了，略略引一下經教就可以了，甚至拿開經

教，你都可以瞭解的。這些叫做思所成慧。這些聞所成慧、思所成慧都是理論，我們

想直接體驗一定要怎樣？修所成慧。這個修字指甚麼？修定。修定所引發的智慧，在

定裏面修觀，就將經教裏面的所講的道理，翻翻覆覆地思維，思維多了，你就會豁然

開朗。這種修所成慧，修定中所得來的，就有兩種。

一種是有漏的，即是世間的有漏善慧。好的有漏慧，這個有漏慧不一定是善的，

惡都有之。有漏的善慧。有漏者即是可以跟煩惱並存。無力量剷除煩惱的。這個是有

漏的智慧。第二種就叫做無漏慧。由有漏善慧引出無漏慧來，那個無漏慧就可以把捉

你自己生命的本體以及宇宙的本體了。簡單來講就是(修)戒、定、慧。如果廣闊些來

講，就是六波羅蜜多，今日我就不講六波羅蜜多那麼詳細了。如果你想看六波羅密

多，你就自己找那本《菩提道次第略論》，或者(《菩提道次第)廣論》來看。今日所

講的就是中觀派裏面的理論，和提示一下他(提倡)的修行方法。第二天再將龍樹其

人，和龍樹以後的傳承的分派再講。這樣，今日所講的就是到這裏為止。大家有甚麼

問題？我留一些時間來跟大家討論一下。有甚麼問題問我。可以的，隨便可以了。有

沒有問題？

聽眾：羅教授，就這樣，就空的方面有幾個問題。在人性那裏，我來理解即是人都不

知道、也不想，是不是都(即)沒有(無)了。即是有這樣的趨向。即是想得到一

些有形的東西，怎樣說？即是一些粗淺的人(認為)全部都無(形)的，我不知道

……

羅公：你所講的兩句話。

聽眾：即是在人性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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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一切否定了，謝謝，一切否定即是對於這個世界看淡了。對於人生看淡。是

嗎？在哲學上，就對於世界否定，對於人生都否定的，這些就叫做虛無主義。

即是說中觀派的思想，是有多少……我們不敢說它是虛無主義，有多少虛無主

義的傾向。稍為不善用之，就會走入虛無主義。你覺得是否這樣講？

聽眾：有多少消極方面？

羅公：是的，虛無主義是徹底消極的。但是到《菩提資糧論》的講法，叫你怎樣修

行，他就說我們有大悲，這個世界是假的，而這些眾生這樣沉淪下去，沉淪下

去是苦的，我就不用苦了。

我瞭解(真如)就可以離開(生死輪迴)，是嗎？但是這個世界是幻，幻不是等於

無，這些幻的眾生不是等於無眾生，這些幻的眾生之中，很多是你多生以來的很愛、

很疼錫的子女，那時候你當父親的那一世，你就這麼疼愛他們，現在你就任由他們

嗎？可不可以呢？你是做不到的。你這樣確是太過低級。是嗎？你經常說要報父母的

恩，溝渠裏面的老鼠，在無窮的生死裏面，哪一隻老鼠未做過你父親？你那麼肯定牠

(在多生以前)未做過你父親嗎？是嗎？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救世，除非那個眾生跟我們

一樣消極了，大家證得空性，整個生死輪迴、眾生的生死輪迴網，這個生死輪迴網都

stop，那時候我們就消極了，歸位了。這個網一日未能夠 stop，我們一日都要捲進

去。要跟我們多生以來的父母、多生以來的妻子，跟他們做伴侶，跟他們作伴。所以

就要怎樣呢？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不盡，不證菩提。」所以就是這樣。他到頭，一回

來，積極得很了。即是怎樣的做法？他教你，說你知道，第一入世。入世之中，這個

世界有些是欲界的，有男女情欲的。最有痛苦的，有餓鬼、有畜生的，這個是欲界；

第二就是色界，那些修道、修禪定的，很美妙的境界；第三就是無色界的，全部都入

定的。他說學大乘的人絕對不能修無色界，即是等於你入去(無色界)，等於一條死屍

入去那個冷房裏面，冷幾百劫，無用的，不能修無色界。學大乘的人不生無色界。第

二，色界太美妙，你想救人，色界的人都不需要你救。即是等於香港那些大財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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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請他吃「油炸鬼」(油條)、白粥的，笑話到極，是嗎？所以只有回來欲界，即是說

我們要救眾生就要去(救)埃塞俄比亞那些最好。越南那些最好。你就不要走去皇宮大

廈裏面，找人來到救、來到做功德，你就要這樣的做法。

這個時候你就要守菩薩戒，菩薩戒裏面，普通的就包括四十七條戒。四十七條戒

之中，除了三幾條是太宗教化之外，你都無辦法幾乎……有良心的人都不能批評它

的，差不多。菩薩戒，這樣總括那四十多條戒，不外三件事而已，第一就是不作一切

惡，你的良知，善惡都是訴諸你的良知，不是天神的意志，亦不是佛的命令，而是你

的良知。因為你的良知會說給你聽，這件事是善還是惡的。不作一切惡。第二，即是

行一切善。你的良知說給你聽這件事是好的，對己對人都有益的。最好了，你要做，

甚至到對己雖然無益，但是無害。對人是有益，又是要去做。對人無害，而對己有

益，你都要去做。行一切善。第三就是利益一切眾生。所有對眾生有利的，你都要

做。因為眾生不是陌生人，是你多生以前的父母、是你多生以前山盟海誓的妻子、多

生以前你經常手抱的子女來的，所以利益一切眾生。是這樣，他即是說，用消極起，

一直空，一回轉就走積極的路，但是問題就是這樣了，最壞是他走在半途，你明不明

白？

聽眾：你自己先走。

羅公：嗄？

你就消極了，你的人生一味空，他的這個人生就無了把柄，你明白嗎？你的人生

會感到恐怖的，到底怎樣？所以不能，要拉多少把柄，好似我們在大海茫茫裏面，雖

然我游泳很好、很精湛的，但是(總)會抽筋的，我們要把捉多少浮板。所以學空宗的

人，我就是這種看法，這些就不要錄音，這些是傷害到劉上師，懂嗎？傷害到……

-完-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