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粒子實的了？共產黨現在講的唯物論，那些微粒子就是實的了。於是佛

家就說，微粒子都是假的。何解微粒子都是假的？解答就是這樣，我們在經驗

上，凡是可分析的，凡是一種東西可以分開幾份的，那種東西一定是假的，例

如這張 ，這張 可以一拆開它就變成甚麼？ 面、四隻 腳，除了 面與枱 枱 枱 枱 枱 枱

腳之外根本就沒有這張 。所以 是可分的，可以分析出， 是假的，可分析枱 枱 枱

的東西是假的。這個錄音機是甚麼？是由幾個零件配合成的，如果零件配合得

好，沒有壞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有一個錄音機；當它一壞的時候，就會說這是

一堆垃圾來的，是不是？這樣，所謂錄音機實在是假的，零件才是真。是嗎？

而零件，一個一個的零件都是由微粒子做成的，每一個零件都是假，微粒子你

就說它是真，暫時先當它是真的。好了，即是說，我們一路分析，凡可分，我

們一路尋思下去，有些人成日說，你不要尋思， 的！不要尋思？尋思到頂點儍

的時候就不尋思了，不尋思怎麼行？是嗎？這樣，一路尋思下去就得到一個結

論，凡是可分析的都是空的，都是假的。

那個山可分析，山就是假；地球可分析，地球就是假；人的生命可分析，人的生

命都是假，假即是空了。好了，現在那些人執著那些微粒子是實，好了，現在要炮

製、處理那些微粒子了。微粒子你說它是實，你說是實的微粒子，現在要問一下，那

些微粒子是否佔有空間的？是否佔有 space的？是否佔有空間的？只有兩個情況，

只有兩個 case，只有兩個 occasion，不會有第三個，一、是有空間，佔有空間，

二、就是不佔有空間。是嗎？不會半佔有半不佔有的，是嗎？一定是或佔有，或不佔

有。好，現在先對付佔有空間的，除了這個微粒子之外，現在還在爭論中，未有決

定，其他的東西，凡佔有空間的，一定可以分析，山佔有空間，山可以破開的；皮包

佔有空間，皮包可以拆開的；人佔有空間，人可以斬開兩截都可以。即是說我們又得

出一個結論，凡佔有 space，即凡佔有空間的必定可以分析，這就是智慧了。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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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得出結論，結論就叫做智慧了，智慧即是判斷來的。好了，即凡是佔有空間的

必定可以分析，你現在說極微它佔有空間，即是說極微是可以分析的了，微粒子可以

分析了，是嗎？

我們又知道，凡可以分析的東西都是假的，都是空的，不是實有的，剛才已經定

下來了。既然這些極微的微粒子可以分析，即是說那些極微、那些微粒子都是空的，

都不是實有的，都是假的。聽不聽得明白？用尋思一路推下去，這即是說，如果那些

極微是佔空間的，這些極微就一定是假的、空的，如果你說有一個極微是佔空間的，

就已經對付了你了。好了，不佔空間的又如何呢？如果不佔空間的就更加渺茫了，龜

的毛，龜是沒有毛的，龜毛不佔空間的，是嗎？確實是不佔空間了。電子一粒都是佔

空間的，龜的毛就不佔空間了，兔子是沒有角的，兔的角那些也不佔空間了。我說，

我這裡拿著一條線幼到看不到的，這確實是不佔空間的，佔空間的東西尚且是假，不

佔空間的東西你說它是真的？除非你是傻子， 人才會這樣。所以你如果說極微，即儍

微粒子是不佔空間的，那些微粒子就一定是空的，一定是假的。

這即是說，那些微粒子佔空間也是空，也是假；不佔空間都是空，都是假，一言

以蔽之，到最後，你那些極微的微粒子到最後都是假，都是空。一〔尋思〕到這裏，

極微是空的，假的。好了，全部對付了，對付了內身，沒有了，我是空的，全部都沒

有了。世人執著有個我，他蠢，他是蠢才而已，我現在不蠢了，我就不執了。到那個

時候，有智慧的人就不執有個我。好了，到那個時候，我空，外面的東西空不空？先

空了我，繼續空各種法，各種東西了，各種東西還不是一樣？照一樣對付，是嗎？都

是微粒子做成的，微粒子是空的，外面的東西亦都是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無有不

空，就一切皆空了。好了，一切物質就全部都是空了，我的心又空不空？我的心是知

道這種東西是空的，我的心空不空？物質有形有相放在這裏都是空，我的心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這個物質，沒有像豬腦的這塊東西，你怎樣起，怎樣起思想？是嗎？沒有

你媽媽的身體、沒有你爸爸的身體哪裡會有你？哪有你這個傻瓜出世？所以你這個傻

瓜都是空的，即是說你的智慧都是空的。都是幻有的，都是假的。即使我能夠了解什

麼是空的，這個空的智慧，都是空的，都是假的，那麼那個假的空空不空？所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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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空，難到這個空是不空嗎？到那時空都是空的。「凡所有相」，有相都是空的。

《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嗎？連到「虛妄」兩個字都是虛妄，那

時一點概念都沒有，全部撇開了，有概念的、有名言的、凡所有名言的相狀都是虛

妄、虛妄、虛妄，連到「虛妄」兩個字都是虛妄。最後一路撇，撇著撇著，剩下了一

點點，你撇不去的，剩下了什麼？虛妄、虛妄、空、空，就撇剩這麼一點。如果你連

那些都撇了，那麼就見道了。那時那個勝義諦就出現了。你不能撇，撇不到的時候你

就是凡夫。撇得到的到你就是聖人，證到了勝義諦的，你就是聖人。禪宗人叫做見

性，就叫做大開大悟；那些唯識宗、華嚴宗就叫它做見道。這樣一到見道的時候就怎

樣？無分別了。一切概念都沒有了，所有名言全部沒有了。所以那些禪宗的人，用這

個話來說叫做「大地平沉」了。即時所有名言全部沉沒，猶如，你執有個「大地」也

是執著嘛！連大地都沉沒了，什麼都沒有了，連到這個「無」都沒有了，連到這個

「無」都沒有時還不能說無，那時又不能說無，那時就非有亦非無了，是嗎？因為

「有」與「無」是分別來的，有的對面就是無，無的對面就是有，有與無都是概念。

既無概念就無所謂「有」亦無所謂「無」，到那時所有概念全部沉沒，全部沉沒是不

是像死了一樣？好像麻醉了，進了麻醉室？

不是。那時了了然，沒有東西擋著，就好像打破了我們四面的牆壁那樣，禪宗人

就說叫做什麼？「打破漆桶了」，我的朋友叫做月溪法師他就說「啪」一聲！就什麼

都沒有了，其實就是那些概念全部沉沒。那時候的那個情景就叫做證勝義諦，那時就

是你的本來面目。那個就是諸法實相；那個就是不二法門；那個就是佛性了；那個境

界就是真如。將來你入涅槃的時候就永遠入了這種境界裏面，超過了時間，超過了空

間，為什麼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有時間？時間與空間根本就是一個概念來的，撇除了

概念何來有時間和空間？亦不是有時間亦不是無時間，那時就超過了時間；超過了空

間，入了那種那樣的狀態，那時候就是自性涅槃顯現，什麼叫做「自性涅槃」？

小乘人叫它做「自性涅槃」，大乘人叫他做「勝義諦」，或者叫它做「真如」，

或者叫它做「諸法實相」，或者叫它做「不二法門」等等。所以你想把捉，想見到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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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諦，就一定要有這種沒有概念的智慧，這個無概念的智慧即是什麼？即是「根本

智」，「後得智」就有概念的，是「根本智」，又叫做「般若」。所以般若坐禪法，

是想在坐禪裏面發生的一種般若，發生一種無分別智來證這個勝義諦，這樣就是。講

到這裏，我們就知道那個勝義諦就是要把那些尋思全部撇清才行，一有尋思，那個尋

思所把捉到的就不是勝義諦，尋思所把捉到的是什麼？把捉到的是一個概念：這個是

勝義諦。勝義諦就是變成是一個概念了，真正的勝義諦不是概念來的，聽不聽得明

白？聽得明白嗎？不明白你就回去想一想，所謂參一下，何解勝義諦？尋思、參，回

去參。把尋思，你回去怎樣？把全部撇除了之後，所見到的是什麼？你回去參它。

我再解，那些人參，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麼？譬如這樣參，你很容易參的，不

知為何禪宗的人說很難參，實在是很容易參的，什麼是父母？父母者，五蘊所成的一

個個體，是嗎？我母親是「色」、「受」、「想」、「行」、「識」所成的一個個

體，我父親也是五種東西所成的一個個體，那就起分別了，一定要用分別的，爸爸本

來就是空，不用講那樣多。媽媽本來就是空，幻有的而已，就是在這個幻有的情景之

下，以他們兩個幻有為緣就產生了我這個幻有的東西。所謂「我」，根本就沒有一個

我的。就用剛才的方法一路參下去，沒有的，如果我們說，有阿爸、有阿媽、又有

我，那我們就全部是妄執，全部都是虛妄。全部撇除了它，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甚

麼？根本就不能問，根本父為空、母亦是空、我亦是空、生亦是空。

這句話根本就不對！問便都不對，是嗎？問都不對，不問就對？不問就更加不

對。是嗎？到最後凡有尋思都不對。到最後把所有尋思的概念全部壓平了，那時就真

的是「啪」！那時就那個佛性出現了。這樣就可以父母未生我之前，你能夠一路參下

去，你見道了，但問題是講就容易，你如何撇除那些概念，就是你閣下的事了，如來

佛祖都沒有辦法替你做的，你自己做。聽眾：沉思必定是有概念的？

羅公：是。聽眾：用有概念的尋思，一路這樣思想，一路證到勝義諦，就沒有了沉

思？

羅公：沒有了。大地平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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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必定要由尋思開始？一路追尋？

羅公：追下去！

聽眾：追尋到了勝義諦尋思就沒有了？

羅公：是、是。

聽眾：這樣然後就見道？

羅公：是、是。

聽眾：那樣我再問一問了，這樣我們尋思見了道的話，尋思就沒有了。

羅公：見道的時候沒有尋思，不是全部麻醉，

而是那個根本智出現，般若智出現。

聽眾：根本智出現，這樣我們根本，後得智是不是證了根本智然後才能再見到後得

智？

羅公：是。證了根本智之後，那個根本智片刻就沉沒了，後得智就起了。回憶起來我

剛才搞定了！原來那個我是空，是這樣「空」的。當我證到真如的時候，就是

沒有一個我的，亦沒有五蘊的。

聽眾：未證到根本智的時候，後得智是不會起的？

羅公：不起的，不起的。

聽眾：多謝！

羅公：什麼？

聽眾：即是由世間法到出世間法？

羅公：那些叫做什麼？世俗智。

聽眾：由世俗智然後到勝義諦？

羅公：是。證了勝義諦之後，那種世俗智，又是世俗智，那種世俗智叫做後得智，不

同的，是嗎？

聽眾：這樣講我明白了。

羅公：你說，即是等於那些未結過婚的人，未曾結過婚的人，大談夫妻就是得個講

字，這是世俗的講法，他真的結了婚了之後，他享受過洞房花燭的快樂了，那

時他的了解就是後得智。明不明白？

聽眾：即時你講的未見道的平常的人，見山還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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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見山還是山。

聽眾：證道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再回頭就是見山即是山，見水即是水，是這

樣。

羅公：是。所以禪宗說，康熙王，不是！雍正皇你不要說他不了不起，那個(康熙

王)，雍正王，不過他是手段殘酷一些，他很聰明。

他寫那篇《序》的時候，未見道的時候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道的時候，他不

是說見道，叫做開悟了，「悟」了的時候，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到了他開悟了

之後，再保任之後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一了解了這點，哪用讀他康熙王，不

是！雍正王的那篇東西！不過他這樣，他能夠講得出，他不是老修行的大德，他是皇

帝，他能夠講得出，我們佩服他的那種聰明才智，聰明。我們的智，我再講給你聽，

即是由你發菩提心那一秒鐘起，一路至到你入加行位之前，很長的，那個資糧位動不

動幾萬劫的，不要以為我今日資糧位，十年後我還不走到加行位？是用幾多萬劫來計

數的，那麼資糧位這麼長，在那幾萬劫裏面，十萬八萬劫裏面，你的智慧都是有分別

的、尋思的一套東西而已，所以就不要以為這樣，我現在很聰明，好像雍正皇那麼聰

明的，他未必是證到的，他只是會講而聰明的，是嗎？那種資糧智，資糧智都是尋思

來的，那麼資糧位是怎樣的？資糧位普通有下品資糧、中品資糧、上品資糧，如果下

品資糧就很簡單。

譬如某一個人，他本來都不信佛的，剛好遇上隔離鄰舍去佛寺拜佛，把他也拉去

了，他去到見到佛像莊嚴，又聽見人講成佛很好，就說我都要學佛了，我都要發心

了；別人說要皈依，他也說我也要皈依，這些叫做下等資糧，你不要小看了他，這個

雖然是下等資糧，如果他沒有下等資糧他不會有中等資糧的，沒有中等他亦不會有上

等的，所以那時當他一發心去要皈依的時候，他那個第八識裏面的種子就已經擊動

了，很簡單的，這樣有下品資糧就是聽聽人家講經，別人說持戒他也肯持戒，別人說

不殺生他也去不殺生；別人做好事他也去做一下，這是下品資糧，大概多數都是渾渾

噩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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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多倫多的佛教徒，十個有九個半都是下品資糧而已，下品資糧不退，很容

易退的，很容易退的，下品資糧，因為下品資糧福氣有限，有些人學佛學了幾十年，

都臨死的時候就說，哎呀，如此辛苦，佛都不保佑我的，如果剛好他的兒子又說，阿

媽，不如找一個牧師替你洗禮吧，就說好了、好了。我都是找個牧師替我洗禮了，學

幾十年佛都是沒有什麼用的。他不明白，這些是要十萬八萬劫計起碼的，你的下品資

糧，佛那有那麼多時間去保佑你？這樣就退出去了，一退就可能三五百世都不再回頭

了。他曾經皈依過就一定回頭，但你不知道五百劫才回頭，還是五百世才回頭，還是

五萬劫才回頭？很難說的。或者他信了基督教之後，別人 佛他也 上一份，這樣，駡 駡

本來就二、三世可以回頭，說不定變成五百世才能回頭。他罵多一點就更加久了，再

做多些 雞殺鴨的事，他又更加久，這樣很容易一退，很容易一轉，就一萬幾千劫很劏

容易的，下品資糧就有這種危險。不是很堅定的，這是下品的資糧智，最低級的尋

思，即是那些不識字的文盲去拜神、去拜佛的，但他都是拜佛。

這是下品資糧智，明白了？有尋思的，下品資糧智完全是尋思來的。中品資糧智

就不同了，了解了，佛與外道怎樣不同？學佛的人應該要怎樣？就明瞭了。別人念阿

彌陀佛求生西方，我也要念佛了，我死了之後，我都是生極樂世界好了。這些已經

是，也是去聽下經，又會看一下經書，了解一下，這是中品資糧智。都是中品資糧智

而已，一定是有尋思的。

中品資糧智有一個好處，是別人持戒他也持上一份戒，別人去修禪定他也會修禪

定，但是也不能夠離開尋思，中品資糧智。如果是中品資糧智的人必定了解經教的，

你在多倫多已經很少了，中品資糧智已經很好，現在如果中品資糧智的會講的很流

利，講得很好的，入定又入不到的，講經講得很好的，寫文章去發表一下，這些你不

要看得他很高，那些極其量是中品資糧智。所以你們學唯識的，或者學這些的人，學

多了，你將來眼角高，別人叫你，你都懶得理他，不理睬他。我就是這樣，要不是不

請而教就是稀有，你請，我就一定教你，因為你請我不教就是犯戒，但是你叫我求你

就不要搞。你來求我，你不虔誠些我都懶得答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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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那些中品資糧智的人已經了解經教的了。上品資糧智的就要好好地學，好

像我那樣，是中品、上品之間的資糧智，不是全上品的，如果上品資糧智入定很好

的，戒律很好，入定好好。除了學問，學問多固然是好的，辯才無礙那樣的，你看看

他，而且這種人入定入得很好的。修行修得相當好的。那些是上品資糧。在多倫多有

沒有？我不相信多倫多有上品資糧。

聽眾：那些差不多預流向了？

羅公：不是，講大乘，小乘很容易，小乘肯修不淨觀就很容易的，肯修就是上品資糧

了。

聽眾：你剛才講的就全部是修得地前菩薩的階段了？

羅公：全部都是地前，資糧、加行都是地前，現在講地前，不要講地上，現在所講的

是地前，所以我常常提這些是尋思來的資糧智，上品資糧智都是尋思。好像我

們現在拿著本《解深密經》來講，都是用尋思，你們聽的也是用尋思。

我們這樣的，定不足而智有餘，定是不容易的，一心不亂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始

終夠不上品資糧智。如果講到智，那個尋思的境界，我們超過上品資糧很多，但定達

不到，不過上品資糧已經是很厲害的了，誰是上品資糧？

舉個例，天台宗的智者大師，就是上品資糧了，他定不錯，是嗎？他智慧也好，

那就是上品資糧了，未到加行。他說我們圓教的上品資糧也是很高的，講而已，他自

己那一派是這樣說，他自己也說按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就是資糧位？是嗎？不過他

就客氣些，他就客氣一些。總之我想智者大師他自己是這樣說，他是上品資糧，實在

他不止上品資糧，他已經是加行位的人，他那麼好定力怎會只是資糧位！超過了。上

品資糧位一定是什麼？他在智慧的方面，他在尋思的智慧方面，他仍然是尋思，是一

個學者，他在戒律方面他是不犯戒的，不是很好，但不犯戒，定也修得不錯，但未必

入到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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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資糧位，資糧位通常就由發心之後可能就要十萬八千劫都說不定，你也不要

擔心，好像我們還有很久，你怎知道？或者九萬九千劫前，你已經發了心也說不定，

所以不必計較這些。只是把握現在，不必追溯以往。資糧位，資糧什麼？資糧者，什

麼叫做資糧位？資糧者，第一叫做福，第二就是慧，現在人人說福慧雙修，資糧有兩

種，一種叫做福德資糧，一種叫做智慧資糧。不殺生、不偷盜這些，就是福德資糧，

蓋 ，捐錢蓋醫院，造佛像這些也是福德資糧。只是福德資糧就生天有餘，成佛就不庙

足的。你想進步一定要除了福德資糧，就一定要有智慧資糧。智慧資糧就一定要讀

經，用尋思，修禪定，禪定有兩種，禪定一方面就福，另一方面是智慧，又可以得

福，又可以得智慧，這樣，經過了資糧位了，資糧位的特點是甚麼？戒與定都不是很

好，學問是有，但未必是很堅定，這樣經過了相當的資糧位了，又到了加行位了。都

只是地前，未見道，「煖」、是嗎？我那天講過了，「煖」、「頂」、「忍」，

聽眾：「世第一法」。

羅公：「世第一法」。這四種是智慧的名稱來的。

「煖」位的智慧，記住，我重新講過，「煖」、「頂」、「忍」、「世第一

法」，這是譬喻：「煖」、譬喻鑽木取火，現在我們用打火機，舊時是甚麼？用木，

用木頭，用一東西來鑽木，直鑽到它出火，猶如鑽木取火，火未出時先有暖氣，是

嗎？那時就叫做「煖」；「頂」是什麼？「頂」就是向上衝，那熱力上衝，不止

「煖」，而且熱力上衝了，叫做「頂」。「忍」就是甚麼？已經有煙出現了，有煙出

現了。「忍」就認也。確是認了，有證有據了，煙都出現了。火還不出？「忍」。

「世第一法」就是智慧出了，智慧 出來，就好像鑽木取火的火星衝出來了，但是火飈

星始終是星星之火，不能夠燒著東西的，此時有火而不能夠燒東西的，但是在世間來

說，他已經是最了不起的了！

這樣這四種智就是甚麼？一定要怎樣？在加行位，不是，在資糧位之前你已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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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禪定，學到怎樣？上等加行的時候你入定入到怎樣？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能

入第四禪了，但是智慧未出，資糧位結束了。一到第四禪都能夠入到，就在定裏修

觀，能夠入到第四禪修觀，修止觀。止就修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就在四禪裏

面你可以修觀，在第四禪裏面，第四禪的時候你的心像明鏡止水，在那裏修觀。那時

觀甚麼？在那裏就觀空，一樣是像我們那樣觀，不過那時的觀就不同了，不同的。好

像你一個人思想很混亂的時候想的，與心平氣靜的時候思考境界是不同的，何解？在

第四禪裏照觀，照我剛才的說法那樣觀，我是空的；境界也是空的；那空亦是空的。

一到那時候就怎樣？最初是這樣，只是甚麼？一切境界都是空的，一切我們的智

慧所見到的東西；我見到的我，我是空；我見到那個收音機是空，我見到那個地球，

地球也是空；一切用我的智慧所見到的東西都是空的。不會不空的了，確是沒有的，

那些東西什麼都是空的假的。能夠做到這個境界，境界空了、「煖」了，「煖」了。

何解？外面的東西不能束縛到他，但還有一個自己，我還有一個自己、智慧、執著一

個智慧，「煖」了，境空了，那時就證得加行位的「煖」智了，「煖」智了。

證得加行位的「煖」智就已經很厲害了！講《唯識三十頌》的那個世親菩薩，都

還是「煖」位菩薩來的！我估計智者大師那些，都是「煖」、「頂」、「忍」的菩

薩，他不止是資糧位的，他自己說自己是資糧位，實在應不止的。即是前天有一個

人，他寄了一封信給我，他剛去完台灣，回來寫封信給我，說他見到印順法師，就問

他入定入到怎樣，印順法師說：我有時連一心不亂都做不到，有時就可以，一心不亂

就算做到都是未到定呀！初禪近分而已，很難啊！我還是念彌勒佛求生兜率罷了，印

順法師啊！幾十年了！才能夠這樣。這樣，「煖」即是說，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連

「煖」他都做不到，我想他的定力是不及智者大師的，他還是資糧位的高級資糧，印

順法師。

境是空了，「煖」了。再第二步，再重新再觀，把一向來觀的境是空的，境是空

的，觀甚麼空都是假，就是觀境空最來得透徹，一到觀境空觀得很透徹了，再不止觀

境空，我的智慧都是空的，我的心都是空的。境又空，跟住觀色空。進一步了，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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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叫做「頂」了，都是在第四禪裏面觀的，再進一步境是空，心亦是空。心與境一起

皆空，一齊空，連那個空都是空的，入到這種這樣的境界，但仍然有個空的概念，樣

樣都空，就是有個空，想撇除卻放不下來，不能放得下那個空字，我若連它都放下，

我就見道了。放不下，仍然有空，「忍」了。到了不斷在第四禪裏面修，心都是空

的，一切都空、空、空，一路空到最後，忽然間好像連那個空的沉沒，那時候好像是

勝義諦出現了，但是還有一個「現在沉沒了！」沒有了！的那個，還有一點點，那時

候在世間的智慧中他是最了不起的，世俗智之中他就第一了。但是還未到勝義諦，因

為那個勝義諦未出現，但世俗中他已經是第一了，那種星星之火出現了，這都是在第

四禪裏面的，叫做「加行位」，福、慧都具備的。聽眾：加行位差不多是十地菩薩

了？

羅公：未！「加行」未！

聽眾：還未到？

羅公：加行位還未到，是凡夫，最高級的凡夫，「世第一法」。最高級的凡夫！

好了，在「世第一法」已經可以了。今日修是「世第一法」，明日又是「世第一

法」，可能一年、半年、三年，十年、八年都是「世第一法」為止，沒有辦法 ，忽飈

然間，無意之中，好像大地平沉，一切概念全部沉沒，連到那個「沉沒」都沉沒了。

那時候那個勝義諦就顯現了，那個「不二法門」就顯現了，那時就 過了，那時完全飈

是那個根本智出現了，那時叫做什麼？觀照般若了，那時是般若了。真正的般若出現

了，那時就叫做「根本智」了。所謂大開大悟就是這個了，見性、見道，西方人叫做

什麼？self realization。實在那 self 字是用得不好的，self 是「我」那樣解，我的實

現。意思是什麼？即是我本來的整個面目的顯現那樣解，那時就見道了，那時就是根

本智。根本智起了之後，在根本智裏面見不到有我，亦見不到有法。有佛法嘛！連佛

法都沒有！有生滅沒有？不生不滅、無生無滅，亦無垢無淨，因為它無分別、無概

念，不增不減。那既然這樣入了這種狀況，是不是無？亦不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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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然則佛法也沒有了？沒有，五蘊都沒有了！是嗎？「是故空中無色」，「空

中無色」的空性了，那空性就是勝義諦了。在勝義諦中，無「色、受、想、行、

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乃至什

麼？「無智亦無得」；我的智慧都沒有；我的智慧所證得的東西也沒有；那時候。

《心經》整本都是無、無、無，全部都沒有，它描寫的是那個根本智出現的時候的那

個境界，那時超過了「世第一法」，仍然在第四禪的，這即是說根本智也在第四禪才

起好了，今天修完了，出定了，根本智起，起完之後，跟著就是後得智起，後得智都

起完了，出定了。出定就與你和我是一樣的，一樣是肚餓也要食飯的，大便也要去廁

所的，並不是像超人那樣，不是的，一樣的，你打他也會打死他的，一樣是這樣的，

你不要以為他見了性，就可以飛天遁地，那些是小說家的說話來的而已！這樣他要怎

樣？很歡喜了，啊！原來見所未見，其實他是多生以來第一次，所以叫做「歡喜地」

了，「發起初心歡喜地。」

那時所有分別我執、分別法執，全部撇除了。但是入定的時候所有我執、法執都

不起的，一出定就一樣起的。何解？那些俱生的起，分別的不起，所以你們聽過，不

知你們聽成怎樣？「發起初心歡喜地，俱生猶自現纏眠。」那些俱生的我執、法執，

正在入定的時候，「觀察圓明照大千。」那時才是。你們聽過嗎？不記得了？明白

了？所以一到的時候就沒有了尋思，但後得智起的時候，他又有了尋思了。那種尋思

不怕的，怎樣尋思呢？他已經有了根本智在前面引導著，尋思就不會執著了，他就識

得「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他不會執實山、實水，這是幻的山、幻的水。聽不

聽得明白？

聽眾：羅公，現在普通的凡夫有一種尋思。

羅公：是。

聽眾：一路這樣修道、修佛的時候，一路觀空，一路觀空，用尋思來觀。

羅公：用尋思。

聽眾：所觀的東西，與在加行位，差不多見道了所觀的東西是不同的嗎？所觀的境界

不同？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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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那些概念是一樣的。

聽眾：但是觀的境界是不同？

羅公：清楚。

聽眾：清楚？有些分別？

羅公：對了。即是好像這樣，怎樣不同？

你可以用一個譬喻，一個初學習游水的人下水游，與一個游泳家下水游，大家都

是用手撥，都是要用腳蹬、都是要用手去划水，但是你的划水與他的划水是不同的。

你一下不留意你就會被水淹，但是他就不會的，推他下水去他也不會被淹的，是嗎？

好像那些人學唱歌，就像那個黑人歌星，提夫汪達(Stevie Wonder，1950年－)那

些，拿起一個咪(mike)就唱得就很流利的。你是初學的，一樣也可以拿住那個咪

(mike)來唱，但是不同，那種甚麼？氣氛是不同的，那種情況不同，其實都是用概

念，差不了多遠。而且他的環境是第四禪嘛！你的環境是不同，即是就像在一個很清

淨大花園，一塵不染的大花園裏面，而你就在那個垃圾的，那個燒垃圾的垃圾池旁邊

那裏，那個空氣不同，你在那裏打坐，他又在那裡打坐，你在那裏就打坐就吸了些垃

圾氣，他在那裡是吸氧氣，怎麼同？不同的。

那個定的環境不同。是嗎？所以不同的。但那些概念都是一樣的，一個有錢人的

兒子，去那些很好的學校去讀書，又是拿著同一本書，那小孩子這是 apple，那是

orange 等等，一樣地教，你拿那些不懂的黑人學校那裏，還不是一樣教你

orange，一樣教你 apple？都是一樣教那本書，但是確實是學了東西之後，身體又

不同，各種東西都不同，是這樣的。明白了嗎？一到了初地之後，一路一路進步。我

們想消除煩惱，只是壓下，未到加行位之前，只是壓著它不能起，大石壓草，一拿起

那塊石頭，那些草又再 出來了，一到加行位，一到見道，把那些分別我執，即是把飈

那些惡的草全部剷除，剩下些普通的草還在那裏，那就要怎樣？一地一地來刪除，一

地一地來刪除，慢慢來。這樣十地境界將來《解深密經》會講給你們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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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第八地、第七地「遠行地」到第八地「不動地」是最難的，是嗎？

羅公：不動地，是嗎？

不動地就成日，成日都覺得在空的境界，成日可以入到，他要入就入，他要出就

出，隨時可以入，不用吃力。你入它的地難，入了地就什麼都不難。而且怎樣？那些

煩惱平時都不起的，他與佛差不多的，這樣第八地以上的那些，最低限度都要像六祖

差不多上下的境界，第八地。沒有了！「超過一切尋思所行相」，尋思，即是用我們

有概念的知識，「所行」就是所了解的，就像行路那樣行在地上，「所行」的就是境

界，並不是尋思的境界，尋思把捉不到勝義諦的，好了，這裏分開兩段來講。乙一、

乙二。乙一、菩薩漏了兩個字，「菩薩請問」漏了「請問」兩個字，「菩薩問」漏了

一個「問」字。

聽眾：有。有個問字。有呀！

羅公：嗄？

聽眾：有呀！

羅公：你有嗎？

聽眾：是呀！差了一個「請」字而已。

羅公：不用「請」字了！就這樣好了。他們問就一定是請的了！

難道他敢喝問佛嗎？是嗎？乙一那裏菩薩問，乙二就是如來答。好了，現

在乙一了，菩薩問了：「爾時法涌菩薩白佛言：」在當時在會上有位菩薩叫做

法涌菩薩，涌、就像湧出來那樣的涌，不要讀涌(蔥)字，一條涌也是用這個

涌，現在這裡讀涌，這個涌字與這個湧是通用的，法涌菩薩白佛言，即是對佛

這樣說，怎樣說？他說：世尊！你叫一聲，他說世尊，世尊，世尊你們大家知

道嗎？你們念咒念的，bhagavat你們念咒念南無 bhagavate，你一念楞嚴咒，南

無 namo bhagavate tath gat yaā ā 楞嚴咒了，namo bhagavate tath gat yaā ā 就是皈依世

尊，tath gataā 即是如來，如來就是 tath gataā ，tath gataā 就是如來。他說：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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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法涌菩薩白佛言：「世尊！從此東方過七十二殑伽河沙等世界，有世界

名具大名稱；」一句；由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向東面行，經過七十二個恆河沙那

麼多的世界，恆河，你說有多少沙？恆河、恆河就是殑伽河，梵文印度古代的

文叫 Gaṅgā，舊譯譯做恆河，那 Gaṅgā字就譯做恆，梵文叫做 Gaṅgā，Gaṅgā

河，英文就不是譯正梵文，譯那些現代語，現代語叫做 Ganges，印度就有條

Ganges河。

世界的河中它是最多沙的，所以你說殑伽河那麼多沙。他說，其中有一個世界叫

做「具大名稱」，怎樣呢？「我於先日，從彼佛土發來至此。」一句。他說那個世界

有一個佛的，所以叫做佛土。有佛化的，他說「我於先日」，不是今日，即是昨日，

「從彼佛土」，從那個世界的佛土那裏，「發來」，在那裡出發，來到這裏，因為這

個是「報土」來的，那個佛土一定都是「報土」，這個也是地上菩薩來的，如果普通

的菩薩是不能夠這樣來的。一定是七、八地上的菩薩才可以，他說：「我於彼佛土，

曾見一處，有七萬七千外道并其師首，同一會坐。」他說，我在那個有佛的世界那

裏，曾經見到有一個地方，那裏有七萬七千那麼多的外道，那些沒有皈依佛法的人，

「并其師首」，與他的老師，那些外道的門徒，「師」就是老師，「首」就是首座的

大弟子，「并其師首，同一會坐。」大家在集會上坐。那他們這些人在這裡做什麼

呢？「為思諸法勝義諦相，彼共思議、稱量、觀察、遍推求時，於一切法勝義諦相，

竟不能得。」這裡半句了。他說那班人在那裡，這個「為」字讀為，為了甚麼？為了

尋思，繼續在這裡尋思，尋思什麼？諸法，一切事物叫做諸法，「法」者東西、事

物，尋思一切東西，這個「諸法」者就是宇宙萬有，尋思這個宇宙萬有裡面的勝義

諦，宇宙萬有是世俗諦，世俗諦裡邊一定有一個勝義諦的，他們尋思「勝義諦相」，

「相」即是狀況，尋思勝義諦的狀況。

大家在做什麼？「彼共思議」，「彼」就是他們，共同在那裡你也想一想，你也

發言，「思」就用尋思去想，「議」就是用言語去討論，我們討論的時候一定要用尋

思的，他在那裡有專門用有概念的知識去「稱量」，「稱」者，就像一把秤，「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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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讀秤，秤一下它，多一些少一些，「量」就像拿一把尺去量一下它那樣，用一些有

分別的知識去稱量，「觀察」，用一些有分別的知識去觀察，「遍推求時」，「遍」

就是普遍，普遍地去推求，用概念去推理，「推」即是 reasoning，在那裡推理，

「求」就是尋求，search的時候，尋求就是用概念知識去尋求，結果他們怎麼樣？

那七萬多人，「於一切法勝義諦相，竟不能得。」竟然沒有辦法把捉得到，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用有分別、有概念的尋思去〔尋求〕，一定不行的，竟然不能夠得到。

「唯除種種意解，別異意解，變異意解，互相違背，共興諍論，口出矛[矛*(替-

曰+貝)]，更相[矛*(替-曰+貝)]刺，既惱壞已，各各離散。」這些用來諷刺現在的哲

學家最好了，那些就是這樣了，他們用那些是有尋思的概念，結果一定是這樣的，那

些人怎樣？得不到勝義諦，「唯除」、「唯除」即是英文的 except，除了，除了什

麼？「種種意解」，種種不同的見解，「種種意解」即是某甲的精細就好一些，某乙

就差一些了，某甲就西方化一些，某乙就東方化一些，種種不同的「意解」，「意

解」即是見解。「別異意解」，「別異」即各別的，你又不肯服我，我也不肯服你，

互相對立的，「別異(的)意解」；

「變異意解」，初時我的見解是這樣，後來想想又想不通，「變」，又重新改

過，好像下棋那樣，走了這一步不算，又重新再行。我們的見解時時都會這樣的，前

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會論戰的，講不通。你現在與別人辯論，所以我同人辯論，我一定

會問他：是不是這樣講？是這樣講你自己想清楚，想好了就不要改口。有些人會改

口，我收回這個，我重新講過。

變異的變化，前後的變化，見解，結果是「互相違背」，大家是你不服我，我不

服你；你說我不行，我也說你不行。「共興諍論，」大家在那裡爭論，爭論的結果是

怎樣？初時就討論，後來怎樣？「口出矛[矛*(替-曰+貝)]，」漸漸就口出惡言：你這

些衰人！你又不懂。「口出矛」，好像一枝矛槍那樣刺過去，「鑽」 ([矛*(替-曰+

貝)])，「鑽」即是刺過去，一枝矛刺過去「口出矛[矛*(替-曰+貝)]，」你說我不對我

又說你不對。現在加拿大的國會那些共和黨和保守黨人那樣，「口出矛 [矛*(替-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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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更相[矛*(替-曰+貝)]已」，「更相」即是互相，你刺我，我刺你。結果是

怎樣？不歡而散，既惱壞已，搞到全部亂了，「壞」者的敗興，敗興而散，既已，即

是之後，「惱壞」之後，就「各各離散。」結果就大家不歡而散。

他說，我見到就是這樣的，世尊！他叫一聲世尊啊！釋迦佛，世尊！我於爾時，

竊作是念：『如來出世，甚奇！希有！』「爾時」即是那時，我法涌在那個時候，

「竊」者私心、我私下就起了一個這樣的念頭，什麼念頭？我這樣想？我怎樣想？

「如來出世，甚奇！希有！」一句。他說這位如來佛的出世，很奇、很值得珍奇，很

難得，很少有，他讚釋迦佛。為什麼少有？「由出世故，乃於如是超過一切尋思所行

勝義諦相，亦有通達，作證可得。」一句。何解說如來出世是「甚奇、希有」？你現

在可以了解，佛出世「甚奇、希有」，不是會來保佑你，令你生子、發財、升官，而

是佛出世的好處、希有是什麼？有證得佛果，證得大、小乘的果，如來出生的稀有就

在這一點，不是說他會保佑你。由於因為有如來出世的緣故，「乃於如是」，

「乃」、這個世界上乃能夠對於，「如是」即是這些，這些什麼？這些勝義諦相，這

些什麼勝義諦相？

「超過一切尋思所行(的)勝義諦相。」這句不用解了，如來出世，於是對於這個

「勝義諦相，亦有通達」，亦有能人能夠依著如來的教法去修行而居然通達，這個

「通達」是甚麼？用根本智、後得智去證得通達，「通達」不是只是尋思。「通

達」，用現量去證得，直接證得叫做「通達」，有證有據直接證明，體驗到，「通

達」即是作證；「通達」包括了什麼？根本智、後得智。甚至闊一些連「加行智」都

包括在內，「加行智」、「根本智」、「後得智」，作證就直接是指「根本智」了。

有這樣的情況可得。如來出世之所以可貴，之所以「甚奇」、「希有」，就是因為這

一點。

「勝義諦相」有人可以通達，有人可以作證，講到這裡就講完了。講完這

句話之後，就撩起佛答他了。下文就是如來答，答這位法涌菩薩。如來答的時

17



候，結集的人用文字結集，編輯成一半是長行，什麼叫長行？看看記不記得？

有沒有人記得？ 

羅公：陳太，你記不記得？什麼叫長行？什麼叫長行？

聽眾：即是很長的解釋。

羅公：一定是長的了，那什麼叫長行？

長行者，即是長長的那些散文了，散文就是與頌相對的，頌是那些有韻

的，詩來的，有韻的，可以唱頌的，讚來的，讚頌的韻語。如果是意譯就譯做

頌，歌頌，那些頌的詩，有些人譯做偈，伽陀，g thā ā，譯音就是偈，有些人譯

做 g thā ā，又是譯音，現在譯應該譯做散文。如果是頌文就五個字一句，七個字

一句或者多少個字一句，是這樣的。四句一首頌的，好像我們中國的詩，那些

黃大仙的籤語都是七個字一句，四句一首頌了，是嗎？這個《八識規矩頌》是

四句一頌、四句一頌。那些叫做頌文，有韻的。即是有甚麼？有韻的。是那些

叫什麼？有 rhythm(節奏)的。有旋律的、有句裏的響的。

譬如甚麼？譬如李白的詩句：「朝辭白帝彩雲間」，「間」字；「千里江陵一日

還」，「間」、「還」；「兩岸猿聲啼不絕」，第三句是不要韻的；「輕舟已過萬重

山」的「山」字，間、還、山。有韻的。這樣，照理那些頌語是梵文的都是有韻的，

不過譯了來中文就沒辦法保留那些韻了，失掉韻了。那些無韻的就叫做，不是！我寫

錯了，頌，叫做韻語，不是叫做散文，有韻的說話，現在叫做韻語，長行就叫做散

文。那編的人就先將佛的說話編成長行，編成散文，然後佛就繼續說出幾句頌。

六祖說法，你讀過《六祖壇經》了，《六祖壇經》，六祖講著講著就出一首偈、

說一首頌出來的，那叫做什麼？叫做「無相偈」，「無相頌」。那些甚麼？「恩則孝

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這些叫做「無相

頌」。《六祖壇經》叫做「無相頌」，「無相偈」，加「無相」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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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丙一了，長行，先長行，長行裏面分三段，第一段就是法說，丁一法說，

丁二就是喻說，丁三就是合說。怎樣叫做「法說」？法說即是依理直講，依著一個道

理直講出來，叫做「法說」；「喻說」就是用譬喻來說，然後就是「合說」，將譬喻

和直講的那套東西合起來。

舉一個比譬喻，譬如你教仔，你說：你要在學校裏聽先生的話，每天的功課你要

做好，你做好以後，你將來就成人長進了。這些叫做依理直講，這些叫做「法說」，

依法直說，是嗎？譬喻又怎樣？跟著又來一個譬喻，說有些人，譬如孟母教子那樣，

有人說做人猶如織一匹布，若果你懶，那匹布就織不成。人讀書讀不成，就像一個人

織布織不成一樣，織布織不成，不成布就沒有用，所以除非我們不織布，織布就要織

得成。這個譬喻了。然後就「合」了，怎樣合？做人讀書猶如織布一樣，織布織不

成，織了一半就停止，就沒有布出現。讀書讀了一半就不讀，將來你就不會成功，道

理是一樣的，合起來說，叫做「合說」。識不識解？佛說法，時時先「法說」，跟著

就「喻說」，跟著就「合說」，幾乎是方式。

你們現在講說話也很多是這樣的，就是譬喻。是嗎？孫中山講三民主義的時候，

我們是小孩子的時候很小，讀小學的時候，聽見孫中山在那裏講三民主義，他的講話

也很常用法說、喻說、合說的。孫中山他教人講，他說：我們想建設好中國，就要慢

慢來，當有少少成功時，我們不要太歡喜，不要得意忘形，如果少少成功我們就得意

忘形，將來我們所得到的結果就會失去了。孫中山這樣教人，這樣他就是舉譬喻了，

這就是法說。跟著就譬喻了，從前香港有一個搬運工人，即苦力，那些 coolie，即是

苦力，別人買馬票，他也買馬票，買了馬票的結果，是他果然真的中了，太高興了，

原來他買了馬票以後，因為他住的地方沒有地方放馬票，他將那張馬票放進那條竹升

(擔挑)，塞了進洞內，他一聽見中了，他高興得得意忘形：今次不用做苦力了！不用

去挑東西了！馬上就將那條竹升丟落大海，今趟去領錢了！到取錢的時候，咦！那張

馬票呢？！原來放在竹升裏，那支竹升已經扔了，去海裏撈竹升，也不知在哪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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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得意忘形就會有這樣了，所以我們得到小小成功，就不要得意忘形。這是一個譬

喻。譬喻之後就合了。我們做人、治理國家也是一樣，要這樣做。

佛就最喜歡法說、喻說、合說，法說即是直說，依法直說。現在丁一、法說；法

說裏面又分兩段，戊一、戊二，戊一是標，標者舉也，舉出一個大旨，舉出一個大

意，然後戊二，釋、解釋，依據標出的大意來解釋，現在戊一，標了。「爾時世尊告

法涌菩薩曰：」世尊對法涌這樣說，他怎樣說呢？他說「善男子」！叫一聲他，「善

男子，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即是什麼？即是 Yes、Yes，對了、對了，即

是你講得對了，如來出世說法，有人可以證得勝義諦了，你講得對。「如汝所說。我

於超過一切尋思勝義諦相，現等正覺；」先講半句。他說如，「如」即是依照，依照

你所講，正如你所講，你說得對，「我於超過一切尋思的勝義諦相，」我釋迦牟尼對

於那些超過一切尋思的那些勝義諦的相狀，我能夠怎樣？「現等正覺；」用現量現前

去證得，「等」即是完完整整地全部去證得，正覺，正正確確地去了覺，他說：你講

得對了。「現等覺已，為他宣說、顯現、開解、施設、照了。」「現等正覺；現等覺

已，為他宣說、」我對於勝義諦能夠現前完整地覺悟，「了覺」，覺了之後，「已」

即之後，我「為他宣說」，我為他人宣說我所證得的東西，「顯現、開解；」我把我

證得的東西顯現給你們知，是這樣、這樣的道理顯現給你們知，開解你，你不懂我打

開你的智慧，令你識，解，你雖然識，但不是很了解，我就解釋給你知，顯現、開解

給你知道，「施設、照了」，「施設」，施設即是設立，我設立種種名詞種種概念，

來解釋給你聽，讓你依據那些概念、依據那些名言，去尋思，尋思的結果，然後再撇

開那些尋思，直接去看、去理會，施設，先施設一些概念給你，令你依照概念去「照

了」，去了解，了解之後，然後再撇開尋思，這樣就舉了一個大旨。

那個大旨講什麼？如來出世，他是確實能夠對於勝義諦的相他是照了、證得，證

得以後他還設立種種概念、種種名言來告訴別人知道。好了，如來說設立種種概念，

講出種種說話不過是什麼？用、借這概念來讓你了解而已，不是讓你死 住那些概揸

念。好像那些人不識得月亮是什麼，就用手指指著那月亮告訴他，精明的人就依著手

指看月亮，不要死看手指；那些蠢的人就死看著手指，這些人不可救藥的。又好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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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拿石頭去擲那隻狗，如果牠是狗就咬石頭了，不識得去咬人，如果用石頭去擲那

隻獅子，獅子就不咬石頭去咬人。

聰明的人就是這樣，如來用說話講經給你知，猶如那塊石頭，如果你是狗就你死

住一部經，如果你是聰明的人，你就會借這本經做橋樑，去了解那種道理。他這揸

樣，這即是說，尋思是一個什麼？是一種給你過渡而已，借著尋思，你尋思到極的時

候就要撇開尋思，所以《大乘起信論》有這句話，《大乘起信論》這套書本來是一套

假書來的，但假書不是等於沒有價值，那本書很好的，假是一會事，是嗎？

我就將它他來唸得過，但有時候有一兩個字我會錯的都說不定，那些不緊要的，

你們可以回去對照，《大乘起信論》有幾段話說，言說是我們不能不講的，佛說法四

十九年，講足四十九年，但是講是用言說，言說即是語言和概念，用語言和概念一路

去尋思，令人尋思，尋思到極的時候我們要怎樣？「因言遣言」，「遣」即是排除，

排斥，「因」就是憑藉，憑藉說話來排除說話，識不識解？

以毒攻毒，譬如你的身體裏面發炎，有些球菌，所以發炎，球菌有毒，你吃盤尼

西林，盤尼西林也一樣是毒藥，以盤尼西林整死了那些球菌，這是以毒攻毒，「因言

遣言」，用「因」，即是用說話來排除說話，即是用空字的說話，空的概念來到排除

其他我執、法執，到了，排除、排除到一點概念、一點名言都沒有了，那時就是當下

的勝義諦真如顯現了。到了這個時候，此真如體無有可顯，不需要了，沒有得顯了！

全部排除了，到那時就怎樣？那根本智一出現的時候就怎樣？一切法悉皆真故。舉目

都是真的、沒有假的，全部排除了。還有，那個根本智出來時無所謂真假，後得智出

來的時候，你就知道什麼？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部都是真如體來的，都是真如體

顯現的。那時就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一切都是無非真如，一切都是勝義諦。

「亦無可立」，當你證到真如的時候，你立一個概念在這裏；立一個概念在這

裏：這個叫做真如，已經不對了，「以一切法皆同如故。」一切法都排除了之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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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就是真如。此真如就是一切法的本身來的，本質來的。後面這兩句不是很好，後面

的幾句不是很好，上面這幾句就好，這幾句不好，上面那幾句。

下面的幾句難解及㪐㩿(艱澀)：「言說之極因言遣言。」聽不聽得明白？

借尋思來進入一種沒有尋思的境界，你們參禪也是這樣，借尋思。 就是尋参

思，不尋思又怎麼「 」呢？但 到極的時候就撇除尋思，不過這件事就很難参 参

了。憨山法師，憨山德清(1546－1623)，那些人就說他見道，我看他都是。「荊

棘叢中藏(下)足易，」(「荊棘叢中下足易，月明簾下轉身難」)走在很多荊棘的

路上，那些荊棘叢裏，我的腳一腳一腳地踏下去，一下不小心就會刺傷腳了但

都仍然是容易的，只要你小心就得了，「荊棘叢中藏(下)足易」，但是，「月

明窗(簾)下就轉身難，」荊棘叢中，你小心就可以藏住你隻腳了，當你回到家

裏的時候，月亮照著你，在那紗窗處，很美好的景致的時候，那時候你想轉身

你就難了。「荊棘叢中藏(下)足易」，你在名言中打轉就很容易，遣了，遣到幾

乎無可遣的時候，「月明窗下」的時候，你想轉身，剩下的那一點點「空」你撇它不

去，你想轉身就難了。是嗎？了不起！這兩句，是憨山法師的。

你有尋思，怎樣？最多你肯去想就行了，做個哲學家、做個教授很容易。但是你

想修到全部都不要了，這些東西不要了，這些全部是假的，你就很難了。你說它假

的？確是假，但是還有一個「假」字，你要連假都撇除。憨山法師的詩之中，最好就

是這一句。這些就連相都沒有得看，這些就是憨山法師的氣派。俗人的氣派都是沒有

得看的，一個人的氣派你一看就知道了，你稍為體驗這個社會多些你就知道了，有一

個人是我的朋友，他的兒子現在在美國做牧師，姓易的，他有很好的詩的，他在荃灣

那裡住，忽然間有一日，他自己做了一首詩，他自己覺得做得不知幾好，人人都說他

好，但我就說他慘了，沒有了！沒有希望了，他以前做過很大的官，做過民政廳長，

又做過大學教授，很有名氣，他父親在清朝的時候做提督的，一品的紅頂提督。你猜

他怎樣？他作了一首詩，但這首詩我記不得了，這些詩是不值得記的，這兩句壞句，

人人都說他做得好句，我說最弊就是這兩句。他怎樣？他就買了一幅地，即是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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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地，整了籬笆就種滿了花生，可以吃的那些花生，那些叫做落花生，落花就長進地

裏，種幾樹花，原來他種花生。全落地，完全那些花全部就走了進地裏，「種幾樹花

就全落地」，三棟屋那條村，別人叫做三家村，「圍三家屋」，圍著三家的屋，「便

成村了」，不錯的兩句詩，很工整，但你們要知道，如果是年青人做這樣的詩，這個

人是無發達的，三家村？是嗎？

發到極都是三家村村長，就這麼上下了，你以前做過民政廳長又如何？你現在這

一生就無希望了，果然他過了不久就死了。「圍三家屋便成村」，「種幾樹花」是好

的，「全落地」就弊了嘛！種些花都全落地的！這就是沒有了希望了嘛！果然沒多久

就走了。所以一個人臨死的時候，那幾年會死都是有些象徵的，成個衰煞的，這個氣

象你想想看。還有，寇準(961-1023)，記不記得？小孩子讀書的時候，剛好讀書，

以前的人讀書是穿藍布長衫的，他穿一件藍布長衫在學校放學出來，剛好那天下大

雨，他沒有地方可去，他走去避雨，那裡有一間廟，他走了進去在那裏避雨，剛好有

一個官，那些高級公務員有一把雨傘，他也避雨，那個人見到一個小孩子背著書包，

他叫他：小孩子你過來我這裡，我遮住你，於是就遮著他。那場雨就是不止，這個人

無聊就與小孩聊天，你讀書，有些什麼讀？他問他，他就告訴他，他問：你會不會對

對子？他說：我會！我還對得很好。他說，你有沒有膽量？我出個對子給你給你對一

下？好呀！小孩子他聰明的，他又有夠膽的：好啊！你說吧！於是他就出一個對子給

他對，怎樣？他穿一件藍布長衫，那些讀書人，那些人叫做青衫，「青衫來避雨」，

「青衫」即是小孩子，來叫我遮一下他，來到避雨。他說：你對吧！你對得到，我送

東西給你，請你吃東西。

這個寇準即刻答，「紫授」，做官的金印是用一條紫色的絲帶來綁住金印的，

「紫授去朝天」，朝見皇帝，即刻對上了，很工整。「青衫」對「紫授」，「避雨」

對「朝天」。「紫授去朝天」。這個公務員一看到眼都凸出來了，這個小孩子那麼厲

害的！他說你快點用心去讀書，將來你的前途一定會很光明他說不是啊，我想認識你

爸爸，你帶我回你家好不好？他說：行！我帶你去吧，我就在附近住。他就把他帶回

去這個人回去，這個人已經做得很大的官了，在縣裏做法官的，帶去了，他對他父親

23



說，你的兒子你好好培養他，將來他是很厲害的。以後他就常常送東西給他，後來寇

準長大了，果然中秀才、中舉人，中進士做官了，做官，做官一路做到宰相，「紫授

去朝天」。他這個全落地的！肯定死了！是嗎？他家裏，兒子都搞不定，走去念神學

院，結果兒子出來做牧師。他這個就是不同了，氣魄不同。氣魄不同，是嗎？

你們很多人去陝西，人家去遊西嶽華山，他寇準也去遊，那時還未做大官，人家

去遊華山，他也走去遊華山，遊太華山，華山很險的，人家爬上去他也爬，爬了上去

後，那班讀書人，你知道那些讀書人很多事，去到那裏就做幾句詩，那班人，人人做

詩，你也做詩、我也做詩，他也看不過眼，說：我也做！他也走去做，做了四句詩。

你看看他這四句詩，整個宰相的格，在他的四句詩裡邊，那個時候他還很小，他就已

經顯現出來了，宰相格了，這個。「只有天在上」，沒有別的；即是什麼？比我高一

點的就是皇帝而已；「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我最高了，山都沒有與我齊的

了，全部都低過我，這個就是宰相了！「舉頭紅日近」，抬高頭就是日光了，「回首

白雲低。」將頭回過來，看到白雲全部在自己的腳下。就是宰相格了。不同的。所以

你看看他寫東西，和講話的語氣等等，一看就知道人的格局是怎樣的。之後就解釋

了。

戊二就解釋了，解釋的時候就先假設一個問，然後才再跟住解答，假設問，佛自

己假設問，假設自己問自己。下面，己一了，先設問，假設一個問，「何以故」，為

什麼這樣說法？上文我說佛一出世，就說法就有人可以證得勝義諦了，為甚麼這樣講

呢？下面解答了，己二解答，分五點，五點就是五個「復次」，「復次」者即是又、

又、又，又一段、又一段，復次。第一個復次乃至第五個復次，即是分五段，我們先

看庚一、第一個復次，就是第一段，為什麼呢？第一個理由，「我說：『勝義是諸聖

者內自所證；尋思所行是諸異生展轉所證。』」一句。「我說」，「我」就是釋迦佛

自己稱自己，他說，「我說勝義」，即是真如了，就是勝義諦了，勝義真如是那些聖

者，即是那些聖人，什麼叫做「聖者」？聖者即是大乘已經見了道的，已經得了根本

智的那些人叫做聖者。加行位和資糧位的那些叫做賢人，加行位的那些就叫做賢人，

資糧位的那些都接近賢了。我說：那些聖者，「內自所證」，「內」者，在定中，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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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內」；「自」者不是靠名言，不是靠其他手段是自己直接，是在定中自己直接所

證到的，即時直接接觸的，直接接觸到的，即是不靠名言，靠名言是間接，靠名言要

經過一層概念，他不用經過概念，直接自證。「內自所證」，在定中自己直接證到，

勝義是這樣的，他說「尋思所行」，「所行」即是所行的境界，「尋思」，用我們有

概念的思想所能夠了解到的境界，「是諸異生輾轉所證。」「異生」即是凡夫，凡夫

今世做人，下一世可能就升天，第三世可能又下地獄，第四世又做回人，世世不同狀

況的那些叫異生，即是凡夫。

那些尋思的境界，就是那些凡夫輾轉，即是間接，間接，用概念，由這個概念走

去那個概念，那個概念又走去另一個，一步一步地「輾轉所證」，即是不是直接體驗

到的。這樣就不同了，是嗎？「是故，法涌！」，所以法涌！我現在講給你聽，「由

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他說，由於這個道理，因為勝義是「自內所

證」，尋思是「輾轉所證」，由這個道理，你們這些人應當知道勝義諦是超越一切那

些用有概念的尋思所了解的境界，超過的。而用有概念的知識所把捉到的，不會是勝

義諦的。這樣就第一個〔復次〕了。勝義就是直接的，那些聖人才能夠證到的，聖人

直接證的。第二個「復次」：「復次，法涌！我說：『勝義無相所行；尋思但行有相

境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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