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三昧」即是「空觀」，「三昧」是定，在定中修空觀。觀甚麼？一切有為法

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因為它要靠因緣和合而成，所以是沒有它自己的，沒有它的本

質的，無實質的，即「無自性」，「自性」即是實質，既然「無自性」，就即是

「空」了。一切有為法都是「空」的，叫做「空解脫門」，亦叫做「空三昧」，入定

在那裡觀。

譬如你這樣，一入定，先調理你的呼吸調理你的呼吸，呼吸調理好了，想 一種着

東西安定你的心，譬如你想 佛像那樣，譬如你想 那個彌勒佛，或者阿彌陀佛，想着 着

你前面有個佛像，佛放光照 你，保護你，那光明照耀 你，令到你很舒服，你的着 着 着

心不想別的東西，只想 那個佛像，這樣就是修止了。這樣就叫做修止了，修止是甚着

都不想只是想著佛，是不是整日畫那尊佛？不是，佛在這裡了，那樣就行了，心甚麽

都不想，只是見到那個佛在這裡，漸漸地你一閉目就見到佛在這裡了，這樣就叫做麽

修止。

修止，漸漸地你會產生「輕安」了，全身好像有大氣運行，大氣磅礡那樣，噼噼

啪啪地震動那樣，經過一輪的震動就又安靜下來，就好像呼吸很慢，整個人很輕快，

就像沒有了重量那樣，又像沒有了重量，沒有了自己的形狀那樣，很安穩，很安樂地

在那裡，入了一種這樣的境界叫做「輕安」。

入「輕安」就叫做入了初禪了，一入了初禪這樣就叫做修止成功了。起了「輕

安」，修止成功你就修觀了。之前都可以學一學修觀，不過那不能叫做觀，得了輕安

就叫做修止成功了。修止成功後的觀才叫做「修觀」了。那時就在很定的境界裡觀，

就不只是觀佛了，觀甚麼？「空觀」了。佛加持住我，保護 我，我現在是依 佛的着 着

教訓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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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為法都是眾緣和合而成，都是無自性的，都是「空」的內面有「五根」，

「五根」的每一「根」都是「空」的；外面有五塵」，「五塵」中每一「塵」都是

「空」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無有不空的，連那個「空」字都是「空」的，連我了

解「空」的這種智慧都是「空」的，一路「空」下去，一切都是「空」的。那時就一

切都是「空」的，不會不「空」了。

當你得到了這個判斷的時候，那個就叫做「慧」，智慧出現了，那時在定中起的

這個慧就叫「修所成慧」了，這個「修所成慧」就定在那裡，不再想了，「空」的，

一切都是「空」的，還有甚麼好想的？這樣就叫做「空三昧」了，那時又再止了。觀

完之後就得到結論是空的，不再想了，是空的，還想甚 ？那時就進入「空三昧」麽

了。「空三昧」會解了？這個「空三昧」，修「空觀」漸漸你就會見道，所以它是見

道之門來的。見道之後慢慢才得涅槃，所以又是涅槃之門。識得解了？聽不聽得明

白？

「空三昧」之後，只得空，只有空的也是不行的，這個空仍然有個「空」的念

頭，都是不行的，都還有一個「空」的相狀，這個「空」的相都要除去，這個思惟是

思惟「勝義諦」，「勝義諦」是「無相」的，「無相三昧」了。既然是「空」的，甚

麼都沒有豈不是虛無？不是，甚麼都空了之後，那時就連「空」都沒有了，連空的意

念都沒有，你說它空不對，不空也不對，那時就一切相狀都沒有了，那時叫做「無相

三昧」，這個「無相三昧」是甚麼？入了「無相真如」了，這個「空性」，「無相真

如」，「無相真如」是觀這個真如是無相的，涅槃亦是無相的，是不是等於虛無？無

相不是等於虛無，無相無甚麼「相」？記 ，「無相」，涅槃亦是「無相」的，真如着

是無相的，無甚麼「相」？

無十種相叫做「無相」，記 ，無十種相。第一、「色、聲、香、味、觸，」五着

塵；無五塵的相，入了涅槃之後，涅槃無顏色的。無聲音的，無香臭的，無味道的，

無觸覺觸到的，無冷暖等觸的，無這五種相，還有無甚麼？無男相、無女相，有人就

不是男就女的嘛！無男相、無女相，還有，無生相，出世，生，無老相、無死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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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有幾相？

聽眾：十相。

羅公：記不記得？你數我聽？

聽眾：「色、聲、香、味、觸、男、女、生、老、死」。

羅公：是，十相，無十種相，叫做「無相」。

「無相」、「無相」。別人問你，你如果以後講，別人問你，「無相」？那十種

相？先生。那時你就撞板了，若你不記得都可以，無十種相都全部忘記了，麻煩你查

字典，不記得了！這樣就無所謂。但你初學，初給人講經就絕不可這樣，像我這樣就

不怕了，已經講到老了，你說我不懂就罷了！你們新人就不可這樣的，你要準備周

到。真的，我就不查，照例不查，拿起那本書就這樣寫了，就這樣就將它 analyse(分

析)，沒有，我連《解深密經》都無，我叫你們印，我家裡《解深密經》都沒有，我

的那部《解深密經》在香港。

好了，既然是空，不是完全空的就無事了，但我們要證到一個涅槃，證到一個真

如。這個真如與涅槃都無那十種相的，叫做「無相」。入了一種「無相」的境界，沒

有這種相了。一入這種境界，一路這樣觀，觀之後，觀無顏色的，無聲音的，那時就

觀了，觀到甚麼都沒有了，到那時一切相都無，來到這裡下了這個判斷，那時就智與

慧了，一到了慧出現的時候，初時是「觀」活動的慧，一到下判斷時，結論就是慧，

得了結論的慧時就不再想了。無相的、無相的，真如是無相的，涅槃也是無相的，這

樣，那時就止了。止完之後心一亂又再觀，觀完之後又止，漸漸地當你觀的時候都不

用觀了，實在出現無相的，當無相的時候，就像放電影那樣，無色，無聲、無香一路

走出來那樣，到那時止的時候是觀，觀的時候就是止，那時叫做甚麼？叫做甚麼？

聽眾：見道？

聽眾：「止觀雙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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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對了，「止觀雙運」了，止、觀一齊來了，好似兩彩套色那樣，「止觀雙

運」，見道的時候一定是「止觀雙運」的。

你現在聽了那麼久，怎樣見道，見道的手續，見道的途徑你都知了。至於如何去

practice？這就是你們的事了，是嗎？即等於師傅教你游泳，第一就是左手划下去，

第二右手划下去，一、二、三、四就行了，至於如何實習就是你的事了，那個教游泳

的師傅不能教你的，這是要你自己練習的，是嗎？「無相三昧」，由「空三昧」進一

步修到「無相三昧」。

既然是無相，就無願了。那個「願」字不是當發願解的，這個「願」當貪求，貪

求，那些英國入將它譯作 desire of the future。desire of the future，對於未來的

希望，那個 Edward Conze這樣譯的。「無願」即是無所貪求，既然是空的，我們

想得到涅槃，而涅槃又無相的，既無有相又有何可貪呢？又何可求呢？求也救不到

的，有相就說有求，無相的又有何求？無可貪求，又入了個「無相貪求」。空的、無

相的，五無可貪求，一條心清清淨淨的在那裡。

那時就成熟了，就忽然間好像「打破漆桶」那樣，「啪」！那種境界出現，好似

月溪法師那樣，「啪」一聲，真的是會這樣的！那時「大地平沉」那樣，就是見道。

修這三昧就可以見道。修止觀就是修這三觀。初時修就想 佛像，或者想 呼吸，或着 着

者想 光明，或想 那個月輪都可以，但是一想到輕安一出現，或者輕安未出現你想着 着

練一下修觀，修空觀，修「空」、「無相」、「無願」這三種「三昧」。

聽眾：休息十分鐘。

羅公：是，休息。

第十七，「門圓滿」，以「三解脫門」為門的。到十八，「依持圓滿」，怎叫做

「依持」呢？我這隻杯，這杯茶，一定要找個地方給它放的是嗎？不能讓它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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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個地方給它依，「依」就是依靠，依靠它，「持」就是支持它。

這一座大廈依這個地球而存在，是嗎？被這個地球托起它，支持它。「依持」，

好了，這個佛的大宮殿，這樣美好的，十八種圓滿的大宮殿，是依靠甚麼的？是依靠

山頂 它抑或依靠那些水浮起它？這樣你看看這個「依持」：「無量功德眾所莊嚴着

(的)大寶花王眾所建立。」

講到這裡先，下面的四個字不要講，是用甚麼依持 它？即是這座宮殿被甚麼承着

托 ？被「大寶花王眾」，「寶花王」即大的蓮花，大的「寶花」，「眾」、「眾」着

者，因為這個「寶花王」不是一粒，不是一朵，「眾」、等於英文加一個 s，「花王

眾」，那個「華」字讀「花」的，因為古文，古字的「華」字是這樣的，是像，像甚

麼？是一幅圖畫，像甚麼？像一朵花，這是莖，做托，托 上面的一塊一塊花瓣，中着

間一粒花蕊，這是華字，後來那些人不知怎樣整了一個，那些人真的多此一舉了，造

多了一些東西下去，是嗎？我現在連國文都教了。

再漸漸地又變成怎樣？變成這裡，這裡就變成這裡，這樣了，就變出這個字，這

個即是就是華字，這個字是沒有這個字的。本來就這個字，佛經用古字，《妙法蓮華

經》就用這個「華」字，後來的人見這個字難寫，做了簡字，就整了個「化」字在這

裡，這樣解，後起的俗字，這個是正字，這個字由這個來的。這個華字，何解又讀華

呢？花字有平上去入的四聲，古代無所謂四聲的，華，古音讀華而已，中華民國，中

華的華，這個華，華者，中華者，中即以前的人以為我們在世界的中央，所以叫做

中，center、central，這個世界的 central，中。

花綠綠的這個世界，我們這個民族很花綠綠的，意思是文化很發達的，五顏六色

甚麼都有，所以叫做「眾花」，叫做花族，花的民族，我們舊時住過，我們舊時住過

哪裡？我們舊時大約是三四千年前，是住在那裡？是住在陝西一帶，華山附近，西嶽

華山，華山，現在你們去西嶽上華山，上過華山沒有？爬上到去都不敢下來，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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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過？沒有？有沒有人去過華山？沒有？韓文公(韓愈 768－824)上華山，上到去

都不敢下來，在那裡哭，韓愈，韓文公，四圍做文章，氣魄這樣好，他做文章就氣魄

萬千，誰知他上去華山不敢下來，在上面哭不能下來，不敢下來，結果那些兵，他手

下很多兵爬上去慢慢吊他下來。韓愈，這樣上了華山，西嶽華山，幾千年前我們在華

山下面一帶住，華山特別多花的，所以叫做華(花)族。就是華了，中華的「華」字就

這樣來的。

還有，又叫做「華夏」，「夏」是一條水的名字，我們幾千年前在夏水一帶居

住，我們的文化在那裡發達的，所以叫做夏族，「華夏民族」就是這樣來的。好了，

我們講回這裡。叫做「大寶華」，很多「大寶華王」，這些「大寶華王」是甚麼？是

用那些甚麼？不是用金銀來裝飾的，是用那些「無量功德」裝飾而成的。即是說那些

佛歷劫修行積累很多功德，然後才產生這個「大寶華王」的。

那些菩薩生在「報土」處亦要修很多功德，然後才加入佛所變的「大寶華王」托

起的世界。「無量功德眾」，即一個功德叫功德，多個功德叫「眾」，即等於英文加

一個 s，「無量功德眾」所裝飾的，「莊嚴」即是裝飾的「大寶華王眾」，這樣的建

立，「建立」即托起它，建立，建立即托起它，支持它，這樣的大宮殿用那些花，

「大寶蓮花」所托起的是甚麼？是這樣的大宮殿，一句。

「一時薄伽梵住」如此這般一直至「大宮殿中」，只是一個 sentence(句子)而

已。以上就是甲一，第一段，說明佛所住的「報土」，報身佛所住的「報土」，那報

身佛所住的「報土」所具有的十八種圓滿相。凡是淨土，凡是「報土」都具有這十八

種圓滿相。這樣就讀完第一段了。這是第一段。

第二段，甲二，這個「此」字即是指出，指出佛是和其他的大師是不同的，「餘

大師」即是其餘那些外道世間的大師是不同的，「異餘大師，」怎樣不同？它用二十

二點，用二十二點不同的地方來到說明如來是與眾不同的。二十二點，由乙一到乙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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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一是總序，先將佛所有的功德總述，總標，「標」者舉也。舉起，總舉這個佛

的德，

乙一，「是薄伽梵，最清淨覺。」(一撇，一個 comma)那個「是」字當「此」

字解，佛經入面的「此」字，這即是英文 this，that，佛經裡就用「是」字，「是薄

伽梵」，「薄伽梵」即是世尊，「是」即是「此」，「此世尊」，即是「這個世

尊」。這個世尊怎樣？「最清淨覺」，能夠得到最清淨無漏的覺悟的，這是佛的德，

總述他的德是「最清淨覺」。下面就逐種逐種講了，怎樣清淨？逐一點講，總共二十

一點：

乙二，功德，「功德」是指他的 character，他所有的德行。「一向無障的功

德」，何解「一向無障」？「障」即是障礙，「一向」即是由他成佛之後一直都無障

礙的，叫做「無障」，這樣甚麼障？「障」，在大乘人來講，「障」有兩種，如果你

是凡夫，你就是被生死所障了，生死是指生死輪迴，如果你是凡夫，你就被生死輪迴

障礙 你，你想不生不死就不行，你生 做 你想不做 就不行。你生 做人，你想着 着 猪 猪 着

不做人就是不行。

障礙的，凡夫就被生死輪迴所障礙，如果你是二乘，就是被涅槃所障礙。二乘，

甚麼叫做「二乘」？這個你們要講就要記了，一，聲聞乘，那些比較蠢些的，比較蠢

的，要聽聞佛說小乘經，「苦、集、滅、道」的四諦，然後悟道的，叫做聲聞，

「聞」者就是聽聞，「聲」是佛說法的聲音，聽聞佛說法的聲音然後才悟道的，沒有

多少自己的智慧力的，那些人叫做「聲聞乘」；第二就叫做「獨覺乘」，又叫做「緣

覺乘」，他不用佛出世，他沒有佛出世的時候他自己能單獨覺悟的，自己觀察世間的

無常、無我道理的性質，他就自己悟道，證到阿羅漢果的，那類人叫做「獨覺」，都

是小乘，何解說他小乘？

因為這兩種人一證了阿羅漢果之後，他就快快涅槃，他們怕生死輪迴，他就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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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涅槃，免脫生死輪迴。他不再起念來救度那些眾生，自己了卻生死輪迴就算數了。

即是說他慈悲心不夠廣大，這樣這種人就總是趕 入涅槃，執 那個涅槃，整日要入着 着

涅槃，所以二乘人就為涅槃所障了，就不肯去入世了，不肯去救世了。

這樣就有兩種障了，凡夫就被生死所障，二乘，即小乘人，二乘合起來即小乘人

就被涅槃所障。佛就不是了，不住生死，他入世，不被生死所障，自由自在；他又不

去入涅槃，他肯去救眾生；不為涅槃所障；不為生死涅槃所障礙，就「不二現行」，

「現行」即出現，不會有兩種障礙出現，不會有「生死障」與「涅槃障」這兩種障礙

出現的，「一向無障功德」，佛有這種功德。上文乙一是「總德」，這是「別德」，

乙二是「別德」之一。

乙三了，功德，「功」就是功效，有功效的，不是徒勞無功的就稱為「功」，

「德」就確有所得到的，不是空無效果的，合起來就叫做「功德」，是嗎？不是那些

現在的人真笑話，做功德以為「鈴鈴查查，呯呯 」一頓，行一輪就叫做功德了，嘭嘭

這些那裡是功德！不是說沒有，都有少少功德，真正的功德是甚麼？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那些才是功德，有功效的，怎樣叫有功效的？能夠

令你得大菩提，令你得大涅槃的，這樣才叫做功，有那種 purpose的，有效果的，

有 result的。「功」。「德」，有一種 character的，確是有可得的，這樣叫做

「德」。「調化方便」，「方便」即是善巧，方便即是手段，善巧的手段，它有調伏

眾生、教化眾生的方便手段的，這是一種功德來的。有時，你知道你們這類人要怎樣

才可教化得他們，另一類人又要用另一種方式才能教化他們，有些人就要棒喝的，有

些人勸慰的，種種不同，都是方便，都是手段、手法。

佛對於調伏眾生、教化眾生他有很善巧的手法，這是他的一種功德來的。你看

看，「隨無相法，」「無相」指甚麼？涅槃，上文不是講過了嗎？「涅槃無十種

相」。「無相」的東西，「法」即是東西，即是涅槃。他教導那些眾生趣向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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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化」，有很多調化的方便，能夠令到眾生趣向涅槃，叫做「趣無相法」。

第四，這裡是三。第四，教化他所調化的眾生，他不會捨棄那些眾生的，這是第

三種「別德」了。因為他時時住在大悲，時時都觀察 眾生，思惟如何去教化眾生，着

「住於佛住」，佛的地位，佛之所以可貴者，就是因為他時時教化眾生，時時處於佛

的地位，教化、對向那些眾生。

乙五、「得一切佛相似事業功德，」每個佛的功德，每個佛的事業都是相似的，

他怎樣？你既然成了佛，得到了這種功德，與世界上十方三世一切佛的事業，事業者

即是 task，與一切佛的事業都相似的功德，釋迦佛教導很多眾生，阿彌陀佛一樣是

救度很多眾生，都是相似的事業，「逮得一切佛平等性」，「性」者，狀態，狀況，

一切佛平等，每個佛都是一樣地教導眾生。「逮」者及也，「逮得」者達到，到達了

甚麼？達到了與一切佛那樣平等地化度眾生的事業都是相似的。

乙六、「永斷煩惱、所知二障功德」。好了，要解釋了，我以經解釋過了，甚麼

叫做「煩惱障」？甚 叫做「所知障」？第一、我們一切凡夫都有兩種「障」障礙我麽

們，記不記得？不記得？

聽眾：生死障。

羅公：第一種「煩惱障」，障礙我們得涅槃的，令我們整日在生死輪迴的，障礙我們

得涅槃的，生死輪迴停息了，就叫做涅槃，障礙我們得涅槃的那種障就叫做

「煩惱障」，何解叫做「煩惱障」呢？

記住，所謂「煩惱障」是以我執為首，整日執 有個「我」，我執為首，整日執着

那個我，以及圍繞 「我執」的，一切那些「貪、瞋、癡」等等的煩惱，以「我着 着

執」為中心，這樣，這樣一類的障就叫做「煩惱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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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障」障礙我們得涅槃，一日我們不斷除「煩惱障」，一日我們就要生死輪

迴的。「煩惱障」。如果我們能夠斷除「煩惱障」，就怎樣？就證得阿羅漢果了，免

了生死輪迴了。解釋了「煩惱障」。小乘人就只斷除「煩惱障」就得了，其他不用理

了。

第二種是「所知障」，「所知」者，指「勝義諦」、真如，對於〔證〕真如這

〔是〕一個障，對於證真如是障礙，一障礙證真如，真如證不到，我們就一定得不到

佛的大菩提。即是說障礙我們得大菩提的，那種叫做「所知障」。我們不斷除「所知

障」都可以的，都可以成羅漢的，但不能成佛。

要成佛除了斷除「煩惱障」之外，還要斷除「所知障」，「所知障」是甚麼？本

質是甚麼？所謂「所知障」是以「法執」為中心，即不知道諸法是「空」，卻執 它着

是實有，不止執「我」是實有，執著一切都是實有：地球是實有，世界是實有；山是

實有；河也實有等等，執 法是實有，這些叫做「法執」，以「法執」為中心，圍繞着

「法執」就有很多「貪、嗔、癡」等等的那些煩惱，成為一個集團，這個煩惱的集着

團就叫做「所知障」了，「所知障」就不障礙我們入涅槃的，就障礙我們得大菩提，

是得佛的大智慧的障礙。

如果我們想除「所知障」就要修甚麼？要修「空觀」，必須要修「空觀」，修

「三解脫門」就可以剷除我們的「所知障」。「所知障」一除我們就可以得大菩提，

得大菩提就即是成佛了。所以我們的障有兩種：一種「煩惱障」，一種「所知障」。

佛就永遠斷除了「煩惱障」與「所知障」，他有這種功德。「到無障處」，他已經到

達了沒有「煩惱障」與「所知障」的境地了。

乙七、不能夠轉移他的，不能夠轉動他的那種功德，即是經文裡面，「不可轉

法」四個字，一個 comma，「不可轉法」，是嗎？「不可轉法」。每一個標題就有

幾個字在那裡，「不可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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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八、「伏魔怨功德」。降伏那些「五蘊魔」、「死魔」、「天魔」，那些

「魔」。「怨」，是那些怨敵，有這樣的功德，這是即是第七種別德。「所行無

礙」，他的一切活動，「行」即是活動，他一切活動都不會被那些魔怨所阻礙，「所

行無礙」。

乙九、說法的功德。第八種別德：「其所安立不可思議」。「安立」即是講、

說，他說的內容，他說的道理，他所說的話，並非那些凡夫、外道所能思量、議論

的，「思」即思量，「議」即議論，「其所安立」，「安立」即他所講解的道理是那

些凡夫、外道所不能思議的。

乙十、「三世功德」。甚麼叫做三世？過去的時間叫做「過去世」，現在的時間

叫做「現在世」；未來的時間叫做「未來世」，「世」者即是時間，time, period。

「記別」即是預言，或者，好難用一個現代的詞語，預言即是未來的預言，「記別」

又不是，過去的事都可以記別的，現在的事都不是預言，現在的事記別。

這樣現在先解釋三世：三世有兩重意義解：第一、我出世，由出世到死的那幾十

年，叫做「現在世」，出世之前那一段，就叫做「過去世」；我死了之後，那一段很

長遠的叫做「未來世」。這是普通的講法。第二種主要是學術上三世的講法，現在這

秒鐘，現在這剎那，閃一閃，一念那麼短的時間叫做「現在世」；這個念，現在一念

之前，幾長都好，都是「過去世」；現在一念之後，跟 就是「未來世」了。一念念着

頭轉動一下那樣短的時間，「現在世」就是最短的，在學術上就用這個。你說用那一

個好？用世俗的講法好抑或是用學術的講法好？唔？想不想得到？

聽眾：我想用。

羅公：用你的智慧去思量、抉擇、判斷它，兩個都有用。

聽眾：不過如果你講學術上的名相，我擔心有些人會不明白，會不會？

羅公：這又是呀！講學術上那些人就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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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不過其實應該是用學術上就好些，有些道理。

羅公：因為我們的人生只有現在的這一剎那而已，一剎那者，手啪一下都可以分做幾

百份，人，這樣短的時間，一剎那，即最短的時間，不可再分的叫做一剎那，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在學術上來說都只有一個剎那，現在這一剎那，你現在

說我現在這個剎那，當你那樣說時都已經成了過去，是嗎？

沒有得停留的一剎那。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剎那、一剎那、一剎那，只

有一剎那的生命，過去已經沒有了，未來根本就未出現，目前你的生命只有一剎那。

任何的一剎那、一剎那、一剎那。你想一想是不是？你信不信？只有一剎那而已。所

以是無常，這樣就叫無常，甚麼都是只有一剎那。你說我可以回憶過去，過去十年的

光景我可以回憶，你想我們現在回憶起過去的事情是不是真是過去？不是，是我們現

在的那一剎那回憶而已，過去的東西根本已經沒有了，你過去做千萬富翁，萬億富

翁，但你現在乞食時，你怎樣想都不會變回富翁的，明不明白？你只是這一剎那裡幻

想過去而已，其實你只有這一剎那，到你現在這一剎那。

我抓住這枝東西現在會動，有沒有？會不會？有沒有可能？可能不可能動？不可

能動，世界上沒有動的東西的，這一剎那這樣，沒有動；另一剎那這樣，沒有動；第

三剎那沒有動；每一個剎那的動都等於零，一萬個零都是等於零嘛！根本就無所謂

「動」，無所謂動。無所謂遷動的。世界上所謂的動，佛家說這是法執，世界上根本

沒有所謂「動」，無所謂叫做運動。所以三論宗有一個人很有名的，叫做僧肇和尚

(384—414)，加拿大有個教授研究佛經的，專門研究僧肇的作品的，那本書叫《肇

論》，一個很有名氣的教授，他是世界上研究《肇論》的專家。

你不要以為中國人才懂，西方人研究《肇論》的專家有好幾個！中國人反而一個

都沒有。中國人真的弊！(不爭氣)。其實就不是沒有，他出不了風頭，你明白嗎？他

在世界會議上他不能提出論文來讀，香港有一個講師叫做廖甚 活，香港大學有一個麽

講師叫做廖甚 活？這個年青人，三十來歲，他是專門研究《肇論》的，但只是研究麽

12



《肇論》不行的，凡研究只專一門是不行的，圍繞 還有很多東西的。着

廖全活(廖明活？1947-)。僧肇做了很多篇論文，其中有一篇叫做〈物不遷論〉

很有名的，世界上有英文譯本、法文譯本、德文譯本。〈物不遷論〉，你們有機會不

妨找它來讀一下，有人譯了，大陸的，將它來譯做了白話文，一樣難，比文言更難

讀，凡是哲學理論的東西不到你用白話文譯的，道理深就是深，〈物不遷論〉，

「物」即是東西，「遷」就遷動、變動，一切東西都無變動的。人人以為會變的，你

的家財舊時有百萬，現在變得窮了，變了。那汽車剛才還在車站的，現在走了去老遠

了，就是變，遷動了。他說這是假相來的，幻相來的，萬物的真相根本是沒有變的，

無遷動的，就是用這個了

。

第一個剎那無變，第二剎那亦無變？第三剎那無變，根本就沒有變，變是你執着

而已。中國很早，很早就有這種講法了，《莊子》：「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一隻飛

鳥，一隻小雀仔，當那隻小鳥牠飛在這裡，牠的影就在這裡了，影就走在這裡了，當

牠飛來這裡的時候，那個影就走在這裡了，那個影不就是好像跟 移動了那樣，是着

嗎？他說：如果你以為飛鳥的影會動的，那你是錯的，飛鳥的影沒有動的。何解沒有

動？你解給我聽。你解，「飛鳥之影未嘗動也。」莊子講的。

聽眾：是不是那隻鳥動它就動，那隻鳥不動它就不動？

羅公：這隻飛鳥在這裡的時候，影在這裡，在那一剎那沒有動，第二們剎那飛鳥已經

走了去這裡了，並不是走，而是另一剎那那隻飛鳥在這裡出現而已，當牠出現

的時候影就在這裡，每一剎那都沒有動，一萬個剎那合起來都沒有動，那裡有

動？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這是真正的科學來的。舊時中國很有名的，上海的那所

交通大學，考物理學，想考進交通大學，一定要考物理學這一科的，考 physics，考

physics就出這條題目了：「試用物理學，現代物理學的學說，解釋莊子的：『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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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未嘗動也』。」搞到那班人頭崩，搞不定了嘛！是嗎？〈物不遷論〉有機會你們

看一看。看看有沒有得賣，看看多倫多有沒有得賣，叫做《肇論》，白話的，我都有

一本，不過我沒有帶來。我見它比文言文難看，就放了在這裡。

聽眾：你有無文言文？

羅公：因我看慣文言文，寫慣文言文，我覺得白話文比文言文難寫，看白話文更囉

嗦。

聽眾：你有無文言文？

羅公：嗄？

聽眾：《肇論》有沒文言文？

羅公：有！《大藏經》有，《大藏經》裡面有《肇論》，還有《肇論》的注解，《續

藏經》裡面有，這裡有沒有《續藏經》？

《續藏經》有《肇論》的注解，有的。我有一個學生《肇論》很了不起的叫李潤

生，台灣的大學請他去講《肇論》，在香港也有講《肇論》，在香港那個洗塵法師的

那間能仁研究所，他在那裡講了一學期，講《肇論》，現在又請他講了，(現在)他有

一本用白話注釋《肇論》，注釋得很好的，李潤生，不過他不好出風頭的。有機會看

看《肇論》，《肇論》裡面有幾篇文章不錯的，一篇是〈物不遷論〉，說明無動的，

第二篇叫做〈般若無知論〉人人說般若是最高智慧，他說般若根本就不知道的，何解

說般若無知？你解給我聽？

聽眾：「空」。

羅公：「空」？現在不是問「空」不「空」，現在是問何解「無知」？

聽眾：即是沒有東西被它知？

羅公：沒有東西被它知？這樣都可以，

聽眾：太過抽象。

聽眾：太過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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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她說甚麼？

聽眾：太過抽象。

羅公：太過抽象？都「空」了，沒有東西給他看了，就沒有東西被它知了。

聽眾：講不出的。

羅公：無分別！般若！是無概念的，無 concept 的，般若望出去的時候，無

concept的，我們知道東西要靠無 concept的，譬如說我那裡有一個錄音

機，我們一定要有「錄音機」這個無 concept 的，如果無錄音機這個

concept，我們怎樣知道有錄音機？

般若就是無 concept的，無分別的，因為你一說有錄音機就有分別了，這是錄

音機，那些叫做非錄音機了？這樣就有分別，有 difference 了，沒有的，no

difference的，無分別的，般若是無分別的，無分別者即是無概念，無概念又如何能

知？知的是現量的，他那種修所成慧照出去的知，無知之知，那種是有的。無分別的

知。所以叫〈般若無知論〉。〈物不遷論〉、〈般若無知論〉，幾篇。有機會看看。

有兩個人拿它來譯了白話，一個叫做任繼愈(1916-2009)，現在多倫多都或者有

得賣的，《中國佛教史》一本，任繼愈編的，《中國佛教史》幾冊的，其中有一冊將

〈物不遷論〉與〈般若無知論〉譯了出來。用白話譯了出來，不過用白話譯出來的一

樣很難懂，還有一個是譯做英文的，大陸將它來譯做英文，他們說洋人譯得不好，他

將它來重新翻譯，共產黨將它來重譯，譯得淺白很多的，我買了一本。

看看如果有機會，我叫我女兒將它〔寄來〕，我記得在我房間，放在廁所門口

的，一張檯上，叫她拿來寄給我，大陸人譯做英文的，是容易看很多。英文容易看很

多。好了，講回來，講多十分鐘，好了，講到這裡。你有甚麼問題？講完這句：「遊

於三世平等法性」，對於過去世的東西他清清楚楚；對於現在世的他亦清清楚楚；對

於未來世的事他亦了解的清清楚楚，所以他能夠「記別」。「記別」者即是甚麼？預

言你會怎樣，對過去的事即是怎樣？你前幾多世之前在那裡出生，你做過甚麼？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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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你過去的事複述，他就用一個記號記 你，分別它，你現在的事他會說，你着

現在做了多少布施，施了幾多衣服給那些和尚，你現在有甚麼功德，你會如何，對現

在的事他可以記別，對未來的事也可以記別，舍利弗，你幾多萬世，幾多劫以後你會

成佛，你的名字叫做甚麼如來那樣，即是預言，正式預言，把你未來的事講你知的，

叫做「記別」。舊時譯做「授記」，舊譯叫做「授記」，授給你一個記號，預記，

「授」即是授給你，「記」者預記，預先記，「授記」即是預記、記別。能夠三世的

事他都可以記別的，有這樣的功德。佛有二十幾種這樣的功德，現在我們只是講了十

種，這樣就要下一次才講完它了。有甚麼問題？

聽眾：「不二現行」，「不二現行」怎樣「不二現行」？

羅公：「現行」者，這個「現行」即等於英文的 appear，出現那樣解，現行就出

現，沒有那兩種東西出現，那兩種東西？沒有那兩種障礙出現，第一生死障，

二乘所有的涅槃障和凡夫所有的生死障，這兩種東西叫做「二」，這兩種東西

都沒有出現，「不二現行」。會解了？

聽眾：羅生。

羅公：是。

聽眾：你那個〈物不遷論〉這樣不就是變成沒有三世了？

羅公：是呀，無三世。

聽眾：無變遷嘛。

羅公：是呀，講到有無三世就這樣，佛家對於時間有兩種不同的講法，第一種，佛這

位老師他沒有講有沒有三世，到底有沒有他沒有講，釋迦佛沒有講。

因為老師他未講過，所以後來他的徒弟就分成兩大派：一派就說，這是正統派就

說：三世恆存，過去世的東西都是存在的，存在，exist，過去世的東西都是存在

的，何解過去的東西存在？過去的東西隱藏了而已！藏起來無出現而已，沒有出現不

是等於不存在，是嗎？我過去做的夢，夢那裡還有？過去的夢仍然是過去的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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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如果沒有，你如何記得起這是一個過去的夢？今天講過去有個夢？如果過去的夢

沒有的，你怎樣說？所以過去的夢仍然是過去的夢，不過過去了，不是等於不存在。

現在的東西更加存在了，現在的東西摸得到見得到的東西還不是存在？如果現在

的東西你都說不存在你就太糊塗了，現在的東西是存在的；未來的東西？未來的東西

都有的，不過未出現而已，未出現的東西不等於沒有的，將來它會出現的，如果現在

不存在，將來怎會突然間會存在？所以過去、現在、未來這三世的東西都常而永恆地

存在的，叫做「三世恆存」。佛家小乘的正統派是這樣講的。

後來南方那些講「空」的與大乘的人就反對「三世恆存」的講法，就是甚 ？三麽

世即是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過去者已經不存在了，已成過去，已成過去即是不存

在了；過去的不存在，未來的事它都未出現，未出現如何能說它有？

譬如你說你將來會死，現在你還未死怎能說你會死？將來會死是將來的事，將來

你死的時候已經是將來的現在了，不是過去了，不是未來了，所以未來的東西未出

現，不能說有。只是現在有，現在是怎樣？現在者即是這剎那有，這一剎那一完即刻

成了過去，那些未來即刻推進就成為現在了。

「過」、「未」都無實質的，「體」即是實質，過去世的東西無實質，未來世的

東西亦未有實質，只有現在的東西是存在的，大乘就「過未無體」了，現在的東西才

是有。明白了？這個合理一些的，「過未無體」比較合理一些。你說過去的東西存在

是講不通的，想下去都不是很通，過去你在阿媽的肚子裡未出世，現在你說過去有，

根本這回事就沒有了，現在的你都這樣大個了，你說過去的東西還存在？想起，記憶

起而已！

記憶起的東西不等於存在，存在者，留存在這裡叫做存在，exist嘛！聽眾：羅

教授，剛才你說那兩隻雀的影，它明明是移了過這邊，你卻說牠沒有動。第一個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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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仔在動，即是牠的影沒有動，第二個剎那的時候，第一剎那的那種狀況，第一剎那

的那種狀況是講小鳥在這裡，第一剎那完了時，那種狀況已經不存在了，到第二剎那

開始時，小鳥已經在這裡了，這個新的狀態出現了，舊的狀態不存在了但新的狀態在

那一剎那裡沒有動，它的影在這裡，亦沒有動，同一樣道理，第三第四第五個剎那每

一個剎那的影都沒有動，每一剎那那鳥兒都沒有動。

聽眾：那即是等於「過未無體」？

羅公：是等於「過未無體」。相似，似「過未無體」。

聽眾：查實，羅教授，你在黑板那裡，回到這邊？不就是動了？

羅公：是這樣，我照這樣解，我第一個剎那在這裡，第二個剎那，這個剎那在這裡，

是這個剎那的狀況出現了，這個剎那完結了，這個剎那的狀況跟 就完結了。着

第二個剎那在那裡，這種是新的狀態出現，這個剎那又完結。第三個剎那出

現，在這裡出現。

其實是好像電影那樣一幅一幅，在電影裡面，你看電影，看 老公公拿 個煙斗着 着

這樣一路拿來咬 ，實在固然沒有一個實老公公在那裡，亦沒有拿 個煙斗這樣一路着 着

拿來咬 ，實在每幅都不動的，因為它每一幅來得太快，令我們的知覺、我們的視覺着

被它迷惑了，就以為他真的拿 煙斗那樣，在那電影裡沒有動的，不止這樣沒有動，着

不止電影裡沒有動的，實在我們那老伯拿 煙斗也沒有動，沒有動那又如何解釋？着

是這樣，第一個剎那，那個老公公拿 煙斗，這一剎那過去的業感就熏了進我的着

「第八阿賴耶識」處，由「第八阿賴耶識」一齊打出來就形成一幅那個老公公〔咬煙

斗的圖像〕，當這一剎那出現的時候，這一幅這個樣子的影像即刻又打了進去「阿賴

耶識」裡面成為一種資料，這個剎那打進去這個剎那就完結了，滅了，毀滅了。

第二個剎那的新狀態出現了，就是甚麼？那個「阿賴耶識」裡的新種子出現了，

打出來與剛才已經有些不同了，有些相似又不同，第二幅出現。第二幅出現即刻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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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去，這一幅滅了打進去，第三幅出現，連續一幅、一幅、一幅那樣。實在那老公公

並無拿 那個煙斗，什麼？着

聽眾：羅教授，那剎那與剎那之間已經變動了，你雖然第一剎那沒有動，第二剎那沒

有動，但剎那與剎那之間…

羅公：不是動，是不同而已，not move,是 difference。

聽眾：那裡有比較？

羅公：difference是比較，是不同。變異，叫做有變異，而無遷動，每幅都是靜，一

幅二幅靜態的，但不同就這樣解。這樣就即是沒有動的。

聽眾：即是照解釋動與變異不同解釋？

羅公：是不同。有變，有異，即是我們的動作就好像燈塔的閃燈一樣，其實每一剎那

都一閃一閃的，又好像電影的出現，每剎那都一幅一幅，每一幅都怎樣？

Phenomenon，現行的、現前的東西一起，一起之後即刻就滅，一滅，將滅

未滅的時候打一種功能進去「阿賴耶識」裡面，好像那些資料打進去電腦那

樣，第一個剎那完了，全部滅亡了，到第二個剎那起的時候，那些資料即刻又

重新打出去，一出一入、一出一入會有變了，有變而無動。

聽眾：就這樣解釋，動，不動就謂之「體」，如果變異就謂之「用」，是不是這樣解

釋？

羅公：是，這個「體」亦無所謂動與不動，非動非不動，「體」是「勝義諦」，但它

現出來就一幅、一幅、一幅、那樣。

聽眾：那樣變異這個是「用」，由「體」發出的「用」？

羅公：是，是用，凡有為法都是「用」，「體」，即是「勝義諦」是「體」。不可說

的那個就是「體」，凡是可說的都是「用」。

聽眾：教授，《三世因果經》是不是佛說的？

羅公：是，「三世因果」它解釋是這樣的，「三世因果」不是說你今世是殺豬的，殺

了十隻 ，第二世就要做十世 ，不是這樣解的。猪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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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完全是用熏進去的那種解釋，這一世八十歲人命，那八十歲熏進去不知多

少剎那，每一剎那一幅二幅、一幅二幅打進去你的「阿賴耶識」裡面，就像一個電

腦，藏 八十年的資料，到了，除了八十年的資料之外，還有前世再前世的那些資着

料，但沒有出現出來的，沒有機會出現的那些資料存了很多，到第二世時，一出世就

像放電影那樣一幅一幅打出來，這樣就叫做一世。當你一幅二幅打出來的時候，每幅

又即刻又打了資料進去，到了第二世完了之後又有資料，這些資料加上還有前世未出

現的那些還要跟 出現的。着

何解未出現？還有很多未出現的，譬如你前世殺了一萬個人，或者殺了一萬隻猪

那樣，這些殺業會牽引出你很悲慘的世界出來的，但是你前世的上半世就殺了這麼多

，後半世你很後悔，你很努力做些善事，就改正、補救你以前的過失，但你做的時猪

候，你前世的上半世殺人就隨意地殺，並沒有很狠毒地，很無知那樣殺，你後半世你

做很多功德就很懇切地做。

好了，業有兩種不同，一種是惡的業，一種是善的業，是嗎？當你做惡的業不是

很懇切的；但你做善的業很懇切的，這樣，你說當將來那些業一齊標出來的時候那一

種先行？一定是懇切的先行，即是你上巴士，不排隊亂來的時候，一定是你後生人

先，難到會是老人家爭先？除非你讓他，不然一定是強有力的爭先的嘛！

即是說懇切的是強有力的，強有力的標先。到第二世時，那些做善事的果報先出

現了，那些作惡事的果報一些出，一些不出，留了很多，第二世才出，如果第二世繼

續都是做很多好事的時候，又留了很多去第三世，總之就留到你成佛之前就沖淡了，

可以沖淡了它，就出現不了，都不是不行，留到了你成佛之前，有些漏了無出現的那

些就凍結了，永遠凍結了。

譬如你成阿羅漢你都涅槃了，過去做了多少殺雞 狗的業已經凍結了，凍結到無劏

可出現了。成了阿羅漢，有凍結而無消債，道理就是這樣。這樣就是每一個剎那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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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每幅都是靜的，不動的，大乘空宗不承認有動的，沒有動的，因為何解？它不生

不滅嘛！既然連生都不生又何來動呢？動不動就有得生才有得動，你都沒有出世，你

都沒有動，不生亦不會滅的，又不來不去的，有動就有來才有去嘛！有來有出，根本

沒有來沒有出，這是空宗先講的。龍樹菩薩那班人先講的。

聽眾：但是你說過，凍結了那些業都要受報的嘛。

羅公：凍結了？永遠凍結就不用受報了嘛！

聽眾：這樣好像佛舊時打那條魚，打那條魚三下他都要受三日頭痛呢？

羅公：他這種是示現來的，故意這樣來警惕那些人而已，縱使他頭痛三日，他這生都

沒有被人殺呀！他只是頭痛一下而已。

聽眾：那就永遠不可轉？

羅公：不能轉但可以凍結，轉就不行而已，凍結是可以的。凍結可以。

聽眾：羅教授，懺悔是不是可以懺掉它不就可以沒有了那個業？

羅公：嘿！你真正懺悔就不會沒有了，你懺悔的時候，懺悔是一種業來的。你懺悔的

那種業很強的，懺悔的業標先，就是每當你那些殺人放火的業的報將要起時，

你懺悔的業就標先。

聽眾：哦！都是業來的？

羅公：都是業來的，懺悔都是業來的。

聽眾：好的業？

羅公：好的業，業不是一定是壞的，用強的善業來沖淡那些惡的業，很簡單的，例如

你應該，小朋友的時候，不知前多少世，整天拿 隻老鼠就是浸牠？浸死牠，着

這一世你的果報是要淹死的，或者是要被強盜推你落水淹死的，但那個強盜未

必就是那隻老鼠，總之你就是或者沉船被木頭壓住會淹死的，這一幕會出現，

但你前世是這樣。但你有一世是很強烈的，一個出家人或者怎樣，或者有一個

乞兒或者怎樣，他已經病到危險了，又沒有得吃，你救一救他，很虔誠地，很

慈悲地救一救他，你救他的心很強烈的，很強烈的慈悲心去救他，用很強烈慈

悲心，這種業很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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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淹死一只老鼠就想玩而已，但救那個乞兒是很強烈的嘛，這種很強烈的就會怎

樣？就會在你剛剛要淹死的時候，可能這種強的業就會牽引到你，淹是會淹，但是死

不了之類，或遇到有塊木頭浮上來之類，或者遇到有救生艇來救了你，已經淹到將近

死了就死不了，沖淡了，兩種業一起出現。

聽眾：這些算不算重報輕受？

羅公：甚 ？重報是可以輕受的，是，重報是可以輕受的。完全不受很難，大事化小麽

就容易，小了之後又化無就很難。

密宗就說可以，但我就不相信。還有，密宗這樣講就講得通，在夢中出現了，一

場惡夢中出現都有可能，那些功德就大些。如果你是對那個有道德的人，那個或者是

將近成羅漢的人，你供養過他，很懇切地供養過他，那些他剛剛成了羅漢而又轉修大

乘的，他不入涅槃的那種人，而你今世又剛剛整天念住佛的，那你來世就來要淹死的

業報要起的時候，這個羅漢，你供養的羅漢與你有緣的時候，他要找功德的來做的，

他會來救你，他會來救你。

又要你今世剛剛又是修行，這樣的時候幾種緣一合起來，當你將要淹死的時候，

都不用很苦，人人都快要淹死了，你卻浮 浮 就浮了上岸，或者遇到一隻烏龜馱了着 着

你上岸，上了岸那隻烏龜就不見了，原來那隻烏龜是過去世那位羅漢來的。

聽眾：是不是如果懺悔只能夠懺悔到罪可以輕些？

羅公：輕些而已。

聽眾：不可以，但舊時有句說話是懺悔到消失那樣…

羅公：減輕都好，減輕都好，譬如要被人打一百板但減輕到二十板都好過一百板打到

屁股開花！是嗎？

好些，不是說不好一些，即是一場大病要切掉手腳的，就不如那隻手可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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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差些，還可以行路好些呀，輕好些。你如果修行是可以的。讀《般若經》吧！念

經，大事化小《般若經》說是可以的，《金剛經》，念《金剛經》很靈的，你念《解

深密經》都可以，念阿彌陀佛都可以，不過阿彌陀佛就不多理這些事，他只是接引而

已。觀音菩薩最靈驗，準提、觀音那些最靈驗，那些念觀音菩薩真的到一段時間就見

到有救星了。

聽眾：這樣如果你打了進「阿賴耶識」的每樣東西你很難能洗得掉？是嗎？

羅公：很難洗得掉，但可以凍結它，不掉的。

聽眾：永遠不掉？

羅公：不掉的。

聽眾：永遠不掉？

羅公：凍結。

聽眾：即好似入了電腦那樣，入進去就走不了。

羅公：是，凍結它，凍結到你成阿羅漢入涅槃就沒有了，一齊沒有了。可以凍結。還

有，你生極樂世界就永遠凍結下去。生極樂世界就有在這裡，帶業，這些業帶

去，帶 那些種子去，帶業往生極樂世界。着 着

聽眾：不能磨滅它，一定有。

羅公：有甚麼所謂？就一齊帶去極樂世界，是嗎？帶 它不出現就行了。無所謂的。着

聽眾：羅生，「看破紅塵」是不是佛家語來的？

羅公：甚 ？麽

聽眾：有些人講看破紅塵，看破紅塵。

羅公：看破紅塵是那些學佛的人，說看破這個紅塵，說這個世界紅塵滾滾的。

聽眾：為何叫紅？為何叫紅塵？

羅公：看破了這世界都是空幻的了？

遁入空門了，這是最消極的佛教徒，不足取的。

聽眾：何解叫做「紅塵」？

羅公：哦！「紅塵」者，與「白浪」相對的，憨山法師有一首〈醒世歌〉，「紅塵白

浪兩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憨山大師。「紅塵」者指徵逐名利，富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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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血光這些都是紅色的，「白」者指凶險、刀槍和銀子的銀色，紅塵、白

浪。

聽眾：好，多謝！

羅公：釋迦佛在耆闍崛山說法，他 Edward Conze都不譯「耆闍崛」了，他都不譯

耆闍崛了，他譯甚麼？(Vulture Peak)他直接用意譯了，他有很多用意譯的，

那個佛字，中國人就譯音，Buddha譯做佛，他都不譯音了，他譯做 Lord，

他譯主，他學基督教 Lord那樣譯？

那個僧字 saṅgha，那些和尚，saṅgha中國人譯做僧，他譯做monk，這樣又是

意譯。中國人譯優婆塞，優婆夷是嗎？那些男居士、女居士，那些男居士譯作優婆

塞、女居士譯作優婆塞夷，全部他都不用譯音，男居士就譯做 layman，女居士譯作

lay woman這樣直接這樣譯，比中文更容易看得明白，中文更難明白一些。涅槃有

四種，四涅槃。「有餘涅槃」者即是說那個阿羅漢證了涅槃，阿羅漢那個身體還未

死，「有餘」即有一個殘餘的身體還未死，但是他證了涅槃。

那種人證到的涅槃叫做「有餘涅槃」；「無餘涅槃」就是那些小乘的人他已經證

到了阿羅漢果，他死了，連那個殘餘的身體都沒有了，這就是「無餘依涅槃」，「無

餘涅槃」。整個名是「有餘依涅槃」，「無餘依涅槃」。「有餘依」，「依」者，所

依的身體，那個殘餘的所依身體，但他證到了涅槃；「無餘依涅槃」者，就是連殘餘

的所依身體都沒有了，死了，「無餘涅槃」。大乘的人不入涅槃再來救世的，那些不

是叫做「無餘涅槃」，叫做「無住涅槃」，是不是？

聽眾：是。

羅公：佛的功德的，甲二「顯如來義如大師」講佛的德，是嗎？

聽眾：是。

佛的德有二十二項，將佛所有的功德分做二十二個 item，一項一項來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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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講到第一項就總德，總括的，general的，第二項到第廿二項，總共廿一項是

particular，各別講的，現在第一總德已經講了「是薄伽梵最清淨覺」，已經講了，

是嗎？第二項「一向無障」，第二項「一向無障」的功德是甚 ？「不二現行」，是麽

嗎？第三項，講到「調化方便功德」，是「趣無相法」，已經講了？

聽眾：是。

羅公：第四項是講他的「觀所調化的功德」，「住於佛住」，是嗎？第四項。

第五項，是講他們一切佛的功德都是相似的，是嗎？就是「逮得一切佛平等

性」，講到這裡，是嗎？「逮」者，「逮得」的「逮」字，我連國文都教你們。

「逮」者等於「及」，「及」，再引申是「達到」，「逮得一切佛平等性」即是能夠

達到甚麼？與一切佛的功德是一樣的，即是說那些成了佛的功德都是一樣的，沒有誰

高些誰低些，那種平等性，那種平等的、一樣的狀態，平等性，一樣的狀態，即是甚

麼？Same quality，平等的狀態。

好了，講到這裡，第六行，佛的功德第六行，如果你有這本書，有我這本講義，

你就看第三頁由結尾數上來第五行，由結尾數上來，第三頁由結尾數上來第五行。

乙六，即第六行，上面數下來第六行：「永斷煩惱所知二障的功德，」佛又有這

種功德，甚麼功德？就是永遠斷除了「煩惱障」與「所知障」，不會再起了，這是成

佛的標準，說他成佛未有？這個就是標準了。斷除了「煩惱障」而未斷除「所知障」

的，這些通常叫做阿羅漢，或者叫做辟支佛，如果連「所知障」都斷除了，就叫做

佛。這個佛與阿羅漢的界線就是這麼多。這樣，甚 叫做「煩惱障」？甚 叫做「所麽 麽

知障」？我以前已經講過了，是嗎？記不記得？有沒有人記得？

聽眾：記得。

羅公：記得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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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障」者，就是以「我執」做中心，以及加上那些跟隨 「我執」一齊起的着

那些所有的煩惱，那些貪、嗔、癡等的這些煩惱伴隨 「我執」而起的，那一堆，它着

們是一個集團，它們就叫做「煩惱障」，障礙我們得涅槃的，障礙我們得涅槃，即是

說這些「煩惱障」可以令我們，驅使我們不斷生死輪迴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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