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三藏只好請開了其他三個人。請開了其他三個人之後，就單獨與窺基兩師徒一

對一翻譯，翻譯那十家的著作，糅合成為一本叫做《成唯識論》了。糅合成為一本

《成唯識論》之後，就解釋給窺基知，一路譯一路解，一路譯一路解，單獨傳受給

他，這樣其他三個師兄都聽不到了。

但是有一個現在就叫做韓國人的，韓國人，即是你們讀《心經》，你們讀《心

經》，你們有影印過嗎？那位圓測法師(613－696)，這是韓國的人，舊時叫做新羅

國的，即是現在的韓國。新羅國的一位叫做圓測法師的，他是新羅國的王子來的，出

家了，新羅國有很多王子是出家的，你們現在拜地藏王菩薩，拿著一支杖，戴一頂蓮

花帽的那個，那個也是新羅王子來的，那個不是真的地藏王菩薩來的，那是新羅國的

王子出家，在九華山那裏，人人都說他是地藏王菩薩的化身，當然他亦可能是地藏王

菩薩的化身，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不必信得太緊要，即是等於窺基說他是大乘菩薩的

化身那樣，我們對這些近乎神話的東西不要太信，記住不要太信。

尤其是科學這麼昌明的時代，你如果去弘法，一味講些神話性的東西，會被別人

質問到口到啞的，少講為佳，你信可以在心裏信，我都信，但是譬如我對於這種東西

我都信，但是講，我就告訴你這是接近神話的東西，你要信就儘管信，你不信就當它

是神話不必信，這樣他就一對一解釋。

那位，相傳而已，但是我不相信這回事，因為我很相信圓測法師的人格，他不會

做這些東西的，他說圓測法師很希望聽到唐三藏講，他就有錢，就用錢來到用錢來賄

賂，買通服侍唐三藏的後生，那些侍者，譬如(唐三藏)與窺基兩個人在這裏翻譯，以

前那些墻沒有那麼高，用那些屏風隔著，他就找了一個地方讓圓測法師躲在那裏，全

部聽得到的，唐三藏怎樣一句一句地教窺基他全部聽到了，聽了之後，他回去就將它

全部記錄下來，記起來之後，唐三藏講完了，那套書也譯完了，除了這套書之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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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瑜伽師地論》這套書早就翻譯好了，但他未曾講，唐三藏翻譯以後就未曾講，就

單獨為窺基講，那位圓測法師又是用錢來買通那些侍者，走了去聽。

這樣當唐三藏譯完了那套《成唯識論》之後，本來他是想造就窺基法師的地位，

自己不講，叫他代自己去講，本來定了日子準備叫窺基講《成唯識論》的，那個圓測

法師在第二間寺，那間叫做西明寺，比慈恩寺更靚，窺基法師就住在慈恩寺，那個圓

測法師就住在西明寺，窺基法師還未講，那邊圓測法師就在西明寺宣佈他要宣講《成

唯識論》，那些人傳開了，喂！那個圓測法師講《成唯識論》了！窺基法師一聽到，

本來老師叫我代他講的，現在他也講先？就由他先講好了，於是玄奘法師就叫窺基

來，他說：你就由他先講，你有你講，他有他講，就講了幾句說話，講兩句說話。他

說：測公，他叫他做測公，因為他，圓測本來與唐三藏是兩師兄弟來的，他小，他好

像比唐三藏還年長，他說測公的義解，即理解雖然是好，但是他怎樣？說他「未曉因

明」，理解就很好了，說他「未曉因明，不足取也」。「未曉因明」，現在我要單獨

傳授你因明。這樣，於是又特別為窺基講因明，這一次一定是全部趕絕了，不讓人家

入了！沒有人了。

這樣後來有一套書叫做《因明入正理論疏》窺基做的，就叫做《因明大疏》，因

為他親自聽唐三藏講的，現在學因明的一定學他的那本書，叫做《因明大疏》。這位

陳大齊先生(1886－1983)，他是專門研究窺基的《因明大疏》的，整整八十幾歲，

他死的時候九十幾歲，70歲之後他專門研究因明的功夫，出了這套因明的書，而且

他的好處是用白話來譯，這些佛經最難，白話解佛經的多，但是十本有九本是錯的，

陳大齊他本身學問豐富，很小心做事，所以他不會錯，這本書。如果想學因明就要用

他那本，相當好的，這樣他，可見因明很重要。現在有很多人講佛經就不懂因明的。

還有，講多一件事，說圓測法師偷聽《瑜伽師地論》，玄奘法師又準備叫窺基法師代

他講《瑜伽師地論》，誰知窺基還未講，那圓測法師就在西明寺宣佈我講《瑜伽師地

論》。就把窺基法師激氣，於是唐三藏又叫窺基法師來，就說了三句話給窺基聽，這

句說話真是應驗了，「五性宗法」，「五性宗」即是唯識宗，他將眾生分成五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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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他說：「五性宗的教法(即佛法)，唯汝得傳，」只有你才得真傳，「他人則

否」，其他人是傳不到的。

果然，窺基法師、玄奘法師死了之後，好的弟子有七十幾人，真正能夠比較完整

地傳，完整地傳那些注述，傳到今天還存在的，相當完整的只有窺基法師的那些，圓

測法師的就只剩了三部書而已。又可以計到四部，有一部都不知是不是真是他寫的，

《解深密經》的注。《成唯識論》他有注，很有名的，在世界上都被肯定的，玄奘法

師，即是唐三藏法師兩個大弟子，第一個是窺基，第二個就是圓測，兩個。當然窺基

是正統，即是等於長子嫡孫那樣，是正統的，圓測法師很不錯的，我就很喜歡用圓測

的東西，講《解深密經》我又用圓測的見解，講《心經》我也是用圓測的疏，窺基有

本《心經疏》很好的，講起疏，〔窺基的〕《心經幽贊》比圓測的更加好，但是圓測

的很簡潔，我很歡喜用圓測的。

好了，我講回《解深密經》，十八頁，甲四，是嗎？現在講了「遍一切一味

相」。「遍」就是各處都有的，普遍存在的，「一切」，即是所有萬事萬物，萬事萬

物之中都有這個勝義諦在的，遍一切，一味的，而且同一樣的，那裏的都是一樣，在

佛頭頂的勝義諦，在豬糞牛糞裏面的那些勝義諦都是一樣的，沒有分別的，一味的

相，「相」者，特點。這個五種特點之中的第五點，勝義諦的第五點特點。

現在分兩段，第一段，乙一就是長行，長行就是散文，乙二就是頌，即是那些有

韻的偈頌，現在先講乙一，長行，長行裏面分三段，丙一、佛問善現，他問他什麼？

「知幾有情懷增上慢，」他說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幾多眾生，「有情」即是眾生，是

有那種「增上慢」心，慢，慢是怎樣？看人家不起，或者縱使不是看人不起，都是自

己抬高自己，即是對人抬高自己的，那種心理就叫做慢，好了，來到這裏，世界上的

人整天講憍慢，憍慢，憍與慢有什麼不同？記住，學佛的人就要分開，憍與慢是不同

的，憍是對己的，自我陶醉，記住，所謂「憍」者即是了自我陶醉自己，好像自己阿

Q那樣，自我陶醉，好像什麼？就像有些人那樣，寫文章寫得狗屁不通，他關上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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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拿著自己的文章來讀，讀到搖頭擺腦。以為「韓柳歐蘇」都與我差不多上下而已，

那種自我陶醉。

從前有個人，有個闊佬，得閒夜晚三更就關上門，所有妻子兒女都不給他看見，

他自己拿那些銀單出來自己逐張逐張數一數，對住那些銀單笑口吟吟，每張數下數摸

下，誰知他那些不好的、壞蛋兒子全部看見了，去看他的父親在做什麼，全部看到

了，知道他的錢放在那裏了，被那個壞蛋兒子知道了，有很多人是這樣的，那種叫做

憍，自我陶醉，記住。慢就不是了，對人，對住人抬高自己，慢、高舉叫做「慢」，

明白了？自己要明白。

慢之中，有一種叫做「我慢」最緊要，覺得有「我」，我就特別與你不同的之

類。是嗎？你覺不覺得有種這樣的心？自己都多不行都始終是覺得我自己不壞，都不

錯的，我慢，其實整天覺得有個「我」而起慢，如果世界上的人沒有了我慢就沒有戰

爭了，若無「我慢」，還有什麼好戰爭？沒有「我慢」亦沒有人作惡了，就是因為有

「我慢」然後才有作惡，然後才有戰爭，第一種。慢有很多種，現在我講兩種。第一

種我慢；第二種叫做「增上慢」，怎樣叫做「增上慢」？「增」是增加，「上」就強

要舉高，增上。

即是未曾得到就說得到了，未能做到就算做到，即是現在說的未得謂得，未證謂

證，現在最多「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叫做「增上慢」，還有一種叫做「過

慢」，「過過慢」，「卑慢」這些我不說了，懶得說了，免得浪費時間，就這兩種慢

了。他問：有多少眾生有「增上慢」心的？丙二、善現就舉他所見，仰之世尊，

「之」者詢問，「仰」者他高我低，我現在仰高個頭問他，即是恭敬地問。

然後丙三、佛示本宗。佛就講佛的宗旨給他聽，現在我們讀丙一，佛問善現，問

他什麼？「知幾有情懷有增上慢？」這個「慢」是指「增上慢」。我們讀一讀這個經

文：「爾時世尊告長老善現曰：」他對善現這樣說，怎樣說呢？他說：「善現」！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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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聲，「汝於有情界中，知幾有情懷增上慢，為增上慢所執持故，記別所解？」這

句問話。他說：你，「汝」即是你，你於有情界，「有情界」即是所有這些眾生，眾

生之中你知道有幾多眾生，「有情」即是眾生了，你知道有幾多眾生是懷有一種「增

上慢」的心呢？他不止懷有一種「增上」的心，他還為「增上慢所執持」，「執持」

這兩個字譯做英文最容易解，control，控制了，被那種「增上慢心」來控制了，明

不明白？執持。執持本來是什麼？hold抓著，現在這裏當什麼？當 control，控制

了，被「增上慢」的心控制了他，「記別所解」，「記別」這裏指什麼？影響到，影

響到他的見解了。當決定，影響，決定，「記別」。記別，影響及決定，influence

and determine。記別它的見解，他所瞭解的東西。

即是說，他這個意思是說，你知道眾生界裏面，有幾多眾生被那種「增上慢心」

控制著？被那種「增上慢」心來影響他的見解的？聽不聽得明白？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再問他：「汝於有情界中，知幾有情離增上慢記別所解？」他說：於眾

生界裏，你又知道有幾多眾生是能夠離開「增上慢心」的？亦離開了，不被「增上

慢」所控制，不被「增上慢」所影響而決定他的見解？聽不聽得明白？好了，佛提出

兩個問題問他了，問了他之後，善現就答了。丙二、善現舉其所見，他把他所見到的

東西、見到的情景，見到那些眾生怎樣有「增上慢」心，是怎樣的情況，仰諮世尊來

到怎樣？希望世尊教導他，仰諮，「諮」就諮詢世尊。

好了，分二，丁一、丁二，丁一是甚麼？舉其所見，把他所見到的情形講給世尊

聽，然後怎樣？然後就「敘己所見」，敘述、講出，我見到了之後我覺得怎樣。現在

丁一，舉其所見。丁一，敘其所見，丁一又分二，戊一、戊二，戊一、總敘那些有情

懷慢，總合敘述那些眾生如何懷有那種「增上慢」心，然後戊二、別敘各類觀

行，particularly「別」，逐種逐種敘述那些眾生怎樣起慢心，有些因為識得這樣所

以起慢心，有些人識得那樣又起慢心。亦即是等於現在那些佛教徒，有些學唯識的，

他就恃著「我懂得唯識」就起慢心了，看不起人了；有些學禪宗的，自己懂一些禪宗

語錄，打過兩次禪七，他又覺得自己了不起了，又看不起人了，有些學密宗的，他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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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呤呤喳喳」之後，他就說他的那些是最高無上的，你們那些全部都不行，我這些

是「即身成佛」的，你們這些就三大無量劫都未必可以成佛的。密宗的人是這樣的，

你不要記著，你記著我是密宗弟子就是了。

我這樣說，你這樣說別人就說你，我這樣說，就沒有什麼好說的，因為我是密宗

弟子了，即是一個偷東西的人，我說我是有偷東西的，你還有什麼好說的？是嗎？

這樣，這種這樣的情形，別敘各種各類不同的「增上慢」，現在戊一，總敘那些

眾生懷有慢心，總敘有情懷慢，「爾時尊者(長老)善現白佛言：」「尊者」兩字通常

是稱那些有道德的出家人，當然未出家你也可以稱尊者的，不過少些，我對於那些未

出家的人，我也曾稱過人家做尊者，有時客氣起上來都是稱尊者的。譬如不是一定要

在佛教裏有很高地位才可以稱尊者的，譬如南懷瑾，大家有沒有人看過他的作品？他

的東西不行的！我告訴你們！你跟著他走就死定了。

聽眾：他是道教的東西。

羅公：對！他是混雜著道教的，他與我通信，我有時，因為他很歡喜歡別人稱高他，

我就稱他為南尊者那樣，是嗎？他就很高興了，本來其實我這樣稱是半開玩笑

那樣的，實在就不應該的，其餘另一個我稱他為尊者的，是印順法師，我稱他

為尊者。我專門托別人拿著卡片寫著：問候、敬候，印公尊者，我曾經那樣，

印順法師很高興，其他人我就不會了，法師我都很少稱人家的。

好了，稱他做尊者。「爾時尊者善現」，即是須菩提，須菩提的梵文是

Subh tiū ，譯作中文就譯作「善現」。他說：當時尊者善現就對佛這樣說，怎樣說？

他說：世尊啊！叫他一聲佛，世尊啊！「我知有情界中少分有情離增上慢記別所

解。」他先答了離「增上慢」，他說：世尊啊！他說：我知道那些眾生界裏面，「少

分」，即是少部份，少部份的眾生是能夠離開「增上慢」的心來到記別他的見解的，

即是很少，很難得。他再說：世尊啊！再叫一聲他，他說：世尊啊！「我知有情界

中，有無量無數不可說有情懷增上慢，為增上慢所執持故，記別所解。」他說：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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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又知道，在眾生界裏面，有無量那樣多，無數那麼多，多到不可說的，說之不

盡那樣多的那些有情，這些有情是怎樣？懷有一種「增上慢」心，「為增上慢所執持

故」，他被那種「增上慢」的心控制了他的見解，來記別他的見解，「記別所解」，

不止我們今天的人為「增上慢」所執持，佛當時〔的年代〕也是如此，難怪現在的眾

生個個都被「增上慢記別所解」，你現在誰沒有「增上慢」？不過是做個醫生而已，

就以為你們這些人全部都是什麼都不知事的，只是我才懂得怎樣醫治人，個個都是這

樣的。那些做生意的賺到幾文錢，就說我這些人，陶朱公之流也不外我如是而已，你

們這些後生全部都不懂事，那些老人家，那種「我慢心」更厲害，中國人的老，自己

老就覺得很了不起那樣，都是「增上慢」，多到極。

現在戊二了，別敘各類觀行了，那些人修觀行，「觀行」即是修止觀，修觀、修

行。這個「觀行」即是修瑜伽，修止觀，禪定、止觀，叫做觀行。你們密宗修法什麼

的也是觀行，密宗的觀行；你們打禪七的，是一部份禪宗人的觀行；那些唸阿彌陀

佛，專心，平心靜慮去唸佛的，那是念佛的觀行，各有不同的觀行。他現在是別敘各

類觀行，每一類人都是有他的「增上慢」。現在分成了兩段，己一、總旨：有所得，

總旨，總說一句先。這一班觀行的人都是有所得，「有所得」什麼？都是有一種執著

的，「有所得」即是執著一種東西，有了這種東西，這種東西我得到了！即是執著

了，「有所得」即是有執著。

然後這些有執著的人就分開各類了，己二了，別敘彼執，分別地敘述他的執著

了。現在，戊二了，不是！現在己一了，總旨，他有所得。你看看：他說，世尊啊！

「我於一時住阿練若大樹林中，時有眾多苾芻。」「苾芻」舊譯譯做比丘，新譯譯做

苾芻，梵文 bhik uṣ ，苾芻，「時有眾多苾芻亦於此林依近我住。」一句。世尊啊！

叫一聲佛，他說：「我於一時」，我在某一個時候「住阿練若」，「阿練若」即是什

麼？ara yaṇ ，即是寂靜處，那些修行的人，都喜歡在那些寂靜的地方修行。六種，

前三種是假現觀，後面的三種才是真現觀，即是說後面那三種才是現量，是嗎？前面

的三種不是現量的，即是說現觀的範圍就 一些了，這樣第一種，看到嗎？叫做「思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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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觀」，「思現觀」是怎樣的？

一個人修禪定入觀，我們通常入觀這樣想一想，就不算現觀的，有一種人入定入

到很深，他居然能夠入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當他入到第四禪的時候，這種定

就是最高了，入到第四禪的時候，他的心就像明鏡止水那樣，外間有什麼東西他都不

知道，苦樂的感覺都沒有的，他就好像清清楚楚，一念當前那樣清清楚楚，了了分明

那樣，那個時候他就用思想來到觀了，他入無我觀，他參禪參到怎樣？父母未生我之

前我是怎樣的？

是那時候起的觀，那時的觀是很透徹的，譬如你學密宗，你想某一個佛加持我，

通常你現在修法，觀觀音菩薩，你見到的觀音是模模糊糊的，觀到頭就見不到腳，觀

到腳就見不到頭，是嗎？整幅都是一塊那樣濛濛的，又擴大又縮小那樣，不知怎樣

的，你有沒有試過？是不是試過很難集中的？普通你的散心就是這樣的。你不要不開

心，不用 自己，是這樣的，這樣才是正常的。你如果想真正見到整個觀音坐在那駡

裏，你要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在初禪入面看觀音，成個觀音玲瓏浮凸在那裏，

很清楚的，到第二禪更清楚，第三禪〔又〕更清楚，第四禪就是整個活的觀音坐在你

面前。第四禪入觀，你以為那些就是真現量？未呀！到第四禪都未必是，如果你見了

道就是了，未見道，加行道，「加行」即是見道之前，又入了第四禪，見道之前在第

四禪的加行位裏面修觀，那時在第四禪入觀，那時用我們的思維力，用我們的思想

力，用我們的思力，集中我們的精神，觀那些很清楚的，清楚到好像真是眼見到的那

樣，如果你觀佛，佛像，如果你入到第三禪時，真是好像，明明是了！是不是的？

是不是真的觀音菩薩在這裏？是呀！整個是在這裏，難到我親眼見的，現在整個

在前面的還說不是嗎？這樣我就癲的！那時就會這樣。那時，其實他還是沒有到真現

觀的，他的思維力太集中了會覺得那樣，那種叫做「思現觀」，不是真現觀，真的要

靠思維力集中來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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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那就像自我催眠一樣了？

羅公：是，就是自我催眠，真的像是我催眠那樣的，思現觀。

觀眾：好像精神病那樣了？

羅公：對呀！精神病的人也會這樣的，精神病的人他對這些，對集中精神這回事他是

不知道的，「思現觀」識了？這個不是真現觀。第二種了，「信現觀」，信到

極的時候會真的覺得是這樣的，信到極的人會怎樣呢？譬如你學神打，你真的

相信了那個咒的時候，信到極的時候，你真的把手伸出去給他斬，他也斬你不

入的，斬不入的，他在電視上也是這樣表演的。如果他一懷疑的時候：到底得

不行不行的？一刀劈下來就會劈入了。真正有個信念在那裡就好像現量那樣

了，實在這些不是真現量。

聽眾：神打是不是茅山術？

羅公：是，茅山那些都是這樣，

聽眾：即是茅山嗎？

羅公：是呀！即是茅山術那一類，現在的神打就是這樣。還有，我親自在那裏見過，

在六榕寺那裏見到，在廣州六榕寺見過的。兩個小孩子，有一個人帶了兩個小

孩子在那裏，那孩子才十來歲，小孩子弱弱的，不大健壯的，他在那關帝的面

前，伽藍菩薩、關帝面前，那個師父不知道怎樣，唸唸有詞那樣，那兩個小孩

子被他催眠了，每人拿了一支棍，霹靂啪 打起來，非常有法度，打不傷的，嘞

霹靂啪 那樣的，好像很純熟會打功夫那樣的，其實兩個孩小孩子未必會打功嘞

夫，這個就是信現觀了，那些信念有的時候就真的好像有一樣的。那些人不信

鬼的人偏偏就不見鬼的，是嗎？那些信鬼的人動不動就見鬼，真的好像有鬼過

來了似的，這叫做什麼？當你信的時候就好像真的一樣，那些叫做「信現

觀」。這個信現觀，佛家講的信現觀當然不是指那些邪信，邪信就更加不是

了，正信也是，當你信的時候，認真十分信的時候，好像你很信觀音菩薩的時

候，你進入一間觀音廟，你就覺得觀音菩薩真的整個在那裡了，真是玲瓏浮凸

見到的，這些叫做信現觀。信不是現觀，何解叫現觀？因為它可以助長你，令

你好像現觀。只是信現觀，不是真正的現觀來的。所以你一懂得現觀有這麼多

種，有些人講給你聽，我昨天晚上見到觀音菩薩了，報夢給我，又說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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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那些縱使是，都是信現觀，不是真現觀。

聽眾：是不是不要講出來？

羅公：嗄？

聽眾：看到也不能講出來，是不是不要告訴別人？

羅公：講出來也沒有用，如果他不信，你叫一個牧師，他肯定見不到的，因為他不

信；你的妹妹為什麼見到？因為她信嘛！她信到極的時候，她就看到了，就會

見到了，真是見到一樣的，影響別人的，怎樣影響人呢？那些回魂的，那些信

鬼的真是見到鬼出出入入的。他信到極的時候就會這樣了，這些叫做信現觀。

即是好像真的一樣，信到極的時候。

第三種是「戒現觀」，這是什麼？那些「無漏戒」，那些聖人所守的戒，守的那

些無漏戒，他能夠守的無漏戒，他可以身歷其境，他守的那種是另外一種境界來的。

那些我們沒有這種經驗，不過他不會講大話的，確是戒現觀，他修五戒，持戒，持到

無漏戒的時候確實會有另外一種境界的，那種是「戒現觀」。是不是真正的現量？還

不是。其實是一種戒，是那種清淨的戒，他的戒律清淨到極的時候，他體驗的種種就

好像真的一樣。這三種都是假的現觀，但即使是假，但是他會助成現觀的，所以叫做

現觀，第三種。

第四種「現觀」就是真現觀了，四、五、六這三種就是真了，第四種是什麼？

「現觀智諦現觀」。這個「諦」，先解譯這個諦字，「諦」者，大乘來講是勝義諦，

非安立諦，即勝義諦是不能用語言來講的，現觀指真正的、現量的智，是在勝義諦之

上來看到勝義諦那種現觀，是脫離語言文字的，是根本智，即是根本智，主要是根本

智，根本智之後不是起後得智嗎？起後得智的時候都算，根本智、後得智來觀勝義

諦，勝義諦即是真如，怎樣觀勝義諦呢？他這樣，普通是這樣，通常就這樣，我們做

到整天修禪定，整天修觀，修到一定程度，就入到叫做「加行位」了，「加行」者，

修止觀修到很純熟了，「加行位」，入到「加行位」的時候，我們就一定入到第四禪

了，加行位。這樣在第四禪裏就觀了，觀甚麼？譬如觀空觀，我觀一切事物，譬如人

每一個人那樣，每個人，誰都說他有生命，其實每一個生命都是什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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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想」、「行」、「識」，五蘊結合而成，離開五蘊就沒有東西，所以那個

我是空的，如果你不觀五蘊就觀什麼？「十二處」或者「十八界」，所謂「我」，那

些眾生的生命個體那些 individual都是什麼？都是「十二處」或者「十八界」結合而

成而已，沒有一個實的「我」的，觀「我」是無。聽一聽回去看看就行了，不值得浪

費那麼多那麼寶貴的時間的，是嗎？你縱使回去聽，你也要拿著這些資料回去聽，不

拿的話茫無頭緒，這樣就在這裏入觀了，那個「我」是空的，每個「我」都是空的。

甲的、乙的「我」都是空的，連釋迦牟尼的「我」都是空的，阿彌陀佛「我」也是空

的，所有的我都是空的，我之外，我是空了，那麼「色」、「受」、「想」、

「行」、「識」空不空呢？那些叫做「法」了，色法也是那些微粒子，是那些叫做

「極微」造成的，根本每一種東西都沒有它自己的自性的，沒有的。

所以每一種東西，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每一蘊都一樣是空的，換言

之，一路想，想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沒有一種是有它自己的，每一種都是眾緣結合

而成，每一種都是空的，外面一切都是空的。第一步。外面景物就是空了，第二步，

進一步，我們所觀的東西每一種都是空的，我又用智慧去觀的，用我們的智慧知道這

些東西是空，那我的智慧空不空呢？於是再進一步觀，怎樣觀法？你要讀多一些經教

才知道的，我不能在這裡教你怎麼觀的，如果要觀的話，你去買那本《大手印》教你

觀，觀了，我的智慧都是空的，所觀的境固然是空，能觀的智慧都是空的。這樣，於

是就「能」、「所」皆空，能觀的智慧與所觀的境界一起空。主、客都是空了，即物

我兩忘。好了，第三步，那個「空」又空不空呢？「空」是一個概念，一個名言而

已！所以那個空都是空的。「空都是空」這句話空不空呢？都是空的。一路撇、撇、

撇、撇，撇到最後的時候，當你撇的時候，因為你在第四禪的加行位，好像真的是空

一樣了。好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那樣，確實這樣的，那時候是很貼切的，那時你仍

然是「思現觀」而已。

好了，到你加行到純熟些，一路撇，撇到最後的時候，總有一天，總有一個時候

你覺得怎樣？忽然覺得無可再撇了，沒有得再撇了，當下覺得一片澄清，好像空空落

落，但又不是空的，進入了這樣的一種超過時間、超過空間、超過語言、超過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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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那種所謂「大地平沉，虛空粉碎」那樣，那時的那種情境就叫做勝義諦。那種

情景就叫做真如，禪宗那種情景就叫做佛性，那種就叫做真如。我們的智慧，那時的

智慧就叫做根本智了，根本智。那根本智那時候就證了那個真如了，那個智和那個真

如吻合一片，這樣，那時這個境叫做什麼？叫做諦現觀，那時的智慧就真正是現觀智

了。用那個現觀智在那個勝義諦之上來現觀，「現觀智諦現觀」。聽不聽得明白？你

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少少。

羅公：唯有用長些時間吧，久一點就明白了。聽不明白？鐘兆亮？

羅公：你呢？江漢林？

聽眾：少少。

羅公：少少嗎？

聽眾：這些就似足言……

羅公：這些講就叫做安立，非安立是講不出的，沒有的講的，非安立諦又叫做名言非

安立諦。「名言」即是概念，不能用概念來表示得到的，這些是最難懂的，那

時就智慧來講就叫做「現觀智」，即是般若智，亦即是根本智。是根本智。好

了，根本智起完以後，只是一陣，那根本智又收回去了，沉沒了。沉沒的時

候，又有一種新的智慧來替代它了，那種智慧又叫做「後得智」了，有了這種

根本智之後所得的智；那種後得智一起的時候，他再回憶剛才，剛才見到的，

哦！原來那個就是真如了！不過因為當時沒有名言、沒有概念，我們不能說那

個是真如，原來我剛才見到的就是真如，我剛才所起的智慧就是根本智，再回

憶起來，那時候的回憶就覺得好像很爽！很歡喜，所以叫做「歡喜地」。覺得

很爽，就將剛才證真如的那個情景再重現一次那樣，不是真的見到，他用他有

概念的心重現一次，我是沒有的，每個我都是沒有的，不只我是沒有的，其他

的佛也是沒有的，空的、空的。那個智慧也是空的，那個「空」也是空的。他

用有概念來表現一次假的東西，啊！原來是如此的，那時的後得智，他雖然是

後得智，雖然是有概念，但是他是像模像樣的，很貼切的。是嗎？那時候，那

時候仍然，當他正在觀勝義諦的時候，真的好像勝義諦，不過有一點不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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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不同，通常真正見到現觀的時候，見到真如的時候是沒有邊界的，沒有概

念的。當你的後得智起來時見到真如的時候，好像。當你的後得智起來時見到

真如的時候，就好像有一個框框這裏框住了，他會這樣的，有點不同的，有形

的，有像的，覺得有形有像，不過都已經、他都是盡量接近現觀了，即是說觀

勝義諦的時候，無論根本智也好，後得智也好，總之他真正觀到勝義諦的時

候，都叫做「現觀智的諦現觀」，在勝義諦起現觀。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

嗎？

他這個是信現觀，就信它，就未入現觀的，不是現觀。他這個是真正現觀的，這

是真現觀，信現觀是信它有，有了，這件東西是這樣，仍然是有概念的。這是沒有概

念的，這個根本智是沒有概念的，後得智是有概念的，但是這個有概念是經歷過的，

不同的，是很難分的。

聽眾：我們打坐的時候。

羅公：什麼？

聽眾：我們打坐的時候。

羅公：之後，他叫了一班小朋友，他作了一首歌，叫那些小朋友唱來恭賀他，其中一

句，有這一句了：「人間到處有乘除」(曾國藩 1811－1872)他就封侯了，但

是他怎樣，封侯他就封到了，但是他治療那一塊癬就始終一生人也沒有治好，

曾國藩有一塊癬，治一世就是治不好，他可以帶百萬兵去打仗，打勝仗，封侯

都可以，但是那塊癬就是沒辦法搞得好，他是富貴了。

聽眾：那些是龍鱗來的。

聽眾：牛皮癬就是真。

羅公：是啊，很難說。

他死的時候很辛苦，死的時候很辛苦，因為他生平太勞碌，死的時候很辛苦，好

像 60多歲就死了。死的時候。功名就這樣好了，富貴功名了！但是不夠長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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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到處有乘除」，這裏「乘」了，那裏就是「除」了，很難講。好了，我再講這個

「現觀智的諦現觀」，就是用你的「現觀智」，這是以無分別智與後得智去觀這個勝

義諦的時候，那是種現觀來的。第五種了，「現觀邊智諦現觀」，這樣一個人已經見

了道之後，講到這裏，見了道之後你想利益眾生，想度眾生，就一味將你見道的那一

套告訴他們：這樣就可以了，見道是不可說的！不可說的，見道的境界是怎樣的。這

樣鬼才會聽你的！沒有人聽你的。你要用很多善巧方便的語言來引人入勝的，這樣即

是要就世間的人的根機是怎麼樣？世間的語言是怎樣？世間的學問是怎樣？你要很透

徹瞭解的。你對於世間的東西，譬如你向人說法，你已經見了道了，你是初地菩薩，

你向人說法你還是要合邏輯的，你說的話都不合邏輯的，好像癲人那樣，你見了道都

是假的。

邏輯就是要懂得世間的邏輯了，最低限度，你佛家就是要懂因明了，這樣，但是

他懂的與你的懂是不同的，與我們不同的，他瞭解這個世間的道理，他是在定中可以

去觀察，可以很透徹，「現觀邊」，他不是真正見到勝義諦，而是在見勝義諦以外來

觀察世間的東西，他可以觀察到，他甚至有時，他如果有些，「現觀邊智諦現觀」，

例如你有神通就屬於這種了，譬如我是一個未見道的人，我可以問你，你的情形要怎

樣？要你講給我聽的，他如果是見了道的人，如果他有「現觀邊智」的時候，他觀察

世間的道理，他不是觀勝義諦了，他是在定中觀一觀你的情形是怎樣，他看到你，他

看到你，你的三代是怎樣的？你的履歷是怎樣的？他好像觀電影一樣看到你，那些叫

做什麼？「現觀邊智諦現觀」。

所有一切他心通、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好像親歷其境那樣。「現觀邊智諦

現觀」，你看我的解，見了道之後，即是見了性之後，緣世俗諦，「緣」即是瞭解，

世俗諦的東西，世俗諦的範圍很闊，凡有概念、名言講得出的都叫世俗諦，他見了道

之後，緣世俗諦的東西，當他緣的時候，他是在定中用出世的無漏智來觀察的時候，

就很貼切地看到好像現量一樣的，直接是現量來的，那叫做「現觀邊智諦現觀」，那

些菩薩、佛說法的時候，他看你的根機會看得很清楚的，他用他的「現觀邊智」，他

是現觀來的，他那些用他的無漏智，尤其是他要入定來觀的，不入定不是現觀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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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樣即是六通了？

羅公：是。六通之外，所有一切智慧說法，甚麼都是。六通就全部包括了，只是一個

天眼已經包括了很多東西，天眼已經包括了說法的法眼，一切智慧的東西，都

是法眼了。這就是現觀了。這樣前三種現觀之中是假現觀，第四、五、六是真

現觀。前三種之中「思現觀」、「信現觀」這兩種仍然是有漏的，「戒現觀」

是無漏的，後面那三種現觀，「現觀智諦現觀」、「現觀邊智諦現觀」是指那

些無漏智。好了，最後那種現觀是佛的現觀，叫做「究竟現觀」，即是佛的智

慧，這是佛眼，佛的智慧，最徹底的、究竟的。這些就叫做現觀，這樣「有所

得現觀」即是第一、二種都仍然是「有所得」的。他的那個。

好了，講回本文了。個個比丘，個個都是「依有所得 (的)現觀」，有執著的現

觀，「各說種種相法」，各人有各人講自己種種不同相貌的法門，用他自己的法門來

「記別」他的見解，來支配他的見解。所以密宗人就講密宗話，小乘人就講小乘的

話，禪宗人講禪宗的話，唯識宗的人講唯識宗的話，各人都用它的「有所得現觀」，

各說各他自己的那種相的法來記別他的見解。總合，即是說他還是有所得的。好了，

這樣就有一個 break。

依他那些「有所得(的)現觀」，未見道以前的那種「思現觀」之類來記別他的見

解，總括是這樣，都是不行的！下面就如何不行就逐樣每一種來說了。己二、別敘彼

執，各別地敘述那些人的執著。將他們的執著分為六大類，庚一、庚二、庚三、庚

四、庚五、庚六，是嗎？一、二、三、四、五、六，是嗎？

聽眾：八呀？

羅公：八，是嗎？

聽眾：庚七、庚八。

羅公：六、五、四、三、二、一，對了，八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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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就是庚一，「得蘊」，這個「得」者，就成就了一種蘊的現觀，對於五

蘊，他說：人生是五蘊和合而成的，他在定中修觀行，修成功了，就覺得人生確實是

沒有的，只是五蘊造成而已，而五蘊也是可能是空的，或者怎樣，通常說它是空的

了，這樣對於五蘊，他在那裏修觀行都很瞭解了，即是說仍然是有所得的，他還是執

著有五蘊。是嗎？就得到蘊，得就是成就，成就了那個蘊的現觀，就知道人生都是五

蘊造成的，確確實實覺得如此了，其實這種現觀是有所得，這種是「思現觀」來的，

不是真現觀來的。

「於中一類由得蘊故，得蘊相故，得蘊盡故，得蘊起故，得蘊滅故，得蘊滅作證

故，記別所解。」第一類，於中，於這班比丘之中有一類是這樣的，他們怎樣？由得

蘊故，他們對於五蘊，修這個「五蘊觀」修得很成就，他們怎樣？由他成就這種蘊

故，觀五蘊觀，成就蘊的觀行。這是總句，下面又再分開，如何得蘊法呢？這樣得

法，他說：「得蘊相故」，他得到，即是瞭解，五蘊是怎樣起來的？我們人生的五蘊

是怎樣來的？他瞭解了，人生五蘊是怎樣來的？人生五蘊不外是「色蘊」、「受

蘊」、「想蘊」、「行蘊」，「識蘊」，「色蘊」是怎樣來的？

第一個「色蘊」，物質，物質是怎樣來的？由你父的精，母的血結合而成為一個

胚胎，再由胚胎吸收種種營養，而成為你個胎兒的身體，陸續在那個胎裏面，你就在

母親的身體裏面吸收營養，到了你十個月左右就出世了，在外界，吸外界的空氣，在

外界吸取營養。這樣新陳代謝而形成你的物質身體，他瞭解了，這個物質身體根本不

是「我」來的，何解？無數那麼多的細胞，新陳代謝而已，哪一個是我？細胞無量那

麼多，哪一粒細胞是你？是嗎？而且今日的細胞到明天可能那些細胞已經死了，排泄

了出去，這樣豈不是你那個「你」就不見了一截？所以說這個色蘊，這個物質身體是

你是不對的，他知道了。

「受蘊」、feeling，感受，感受今天現在覺得苦，等一會覺得快樂，一會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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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苦不樂，都無常的，到底覺得苦的是你抑或是覺得樂的才是你呢？無常的，可見

那個「我」也是無常的，縱使有都是無常的，何況根本就沒有實的我，「想蘊」也是

一樣，想什麼？都是那些概念，有哪一個概念是你呢？你小朋友的時候概念是這樣

的，想做山大王，想做警察，是嗎？想做英雄；到了長大了就不是了，可能想做生

意。是嗎？

去到老了的時候，你可能想長命，你那種概念時時不同的，到底哪些概念真是你

的？散的，所以「想蘊」也不是你，「行蘊」就好像貪、瞋、癡那些煩惱等等，以及

各種意志的活動，到底哪些是你呢？所以找不到那個你。所以「色蘊」、「受蘊」、

「想蘊」、「行蘊」，都無我，「識蘊」是不是我？「識蘊」，通常有八個識，普通

講，普通講小乘就只有六個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

識」，這五個識就是五種 sense而已，那五種 sense哪一種是你呢？是嗎？有時還

不起，你熟睡的時候，吃了麻醉藥的時候，你五種 sense都不起，豈不是你沒有了？

所以也不是。那個五識也不是你，那個意識會思維？那個意識會想，那意識就是你

嗎？今天所想的東西與明天所想的東西未必相同，是嗎？還有，你如果入了手術室全

身麻醉了的時候，你什麼也想不出，那意識也停了，豈不是你的「我」也斷了？可見

「意識」也不是你。

如果大乘除了六識之外，還有一個「末那識」，還有一個「阿賴耶識」。「末那

識」與「阿賴耶識」都每一剎那生滅、生滅、生滅，都是無常的，都底「識」都只是

「識」，不是你。如果那個你的「我」就應該不變才是，但它整天都變的這個識，所

以「識蘊」也不是我，「五蘊」都不是我。在現觀裏會這樣觀的。但他仍然有執著，

「有所得」，執著那個五蘊了。是嗎？是了！我就是無了！但五蘊是有的，仍然是有

所得，他依他的那種「有所得(的)現觀」，「得蘊相故」，「相」者，體相，那五蘊

的體相如何生起的？怎樣由來的呢？他想瞭解。「得蘊相故」就是指那個五蘊的體相

的由來，五蘊的因。你看看，我的注上面，「得蘊相」者，看不看得到？是觀，他

觀，他能夠這樣觀，能得五蘊的因，何解有一個五蘊？這個「得蘊相故」就是指五蘊

17



生起的原因，看得到嗎？「得蘊起故、得蘊滅故、」這兩個是合起來的，「起」就是

生；盡就是「滅」，五蘊有生有滅的。你看看這個五蘊，譬如你鍾先生，五蘊，五蘊

結合就一個 individual，一個你了，這個你，今天早上的你與今天晚上的你已經不同

了，是嗎？今早的你，你還沒有吃兩碗飯，還沒去大便、你斤兩一秤，磅數是不同

的，分子不同，質料也不同，到了下午你又已經大便了，排了一部分去了，又出了一

身汗了，很多細胞又死去了，又吃多了兩碗飯了，又喝了兩罐水了，每那一剎，不

是，早上的狀況，即是早上的那種 state，狀況與下午情況就不同了，是不是不同？

你說？不同了。

好了，前一個小時狀況與後一個小時都不同，有沒有人說它是一定同的？如果說

他是一定同，這個人是不肯用腦的，前一個小時我吃的那塊餅還沒消化，後一個小時

那塊餅已經消化了，怎麼同呢？未消化和消化了已經就根本不同了。即是說什麼？前

一個小時的狀況是前一個小時生出來的，生起的，到前一個小時完，到這個小時完

了，這個前一種狀況就滅了。聽不聽得明白？

到這個小時，新的狀況又生起了，再後兩個小時又怎樣？又滅了。整日每一個小

時裏面都有一個新的狀況生起，每一剎那都有舊的狀況消滅，是嗎？明不明白？我用

一個小時來講已經講得很客氣了，講嚴格些應該怎樣？前五分鐘與後五分鐘都不同，

是嗎？都不夠嚴格，應該怎樣？前一秒鐘和後一秒鐘都不同，那個錶滴滴嗒嗒，第一

下「嗒」一聲與第二下「嗒」一聲，那個你已經不同樣了，是嗎？

即是說，一路好像微積分那樣，你們有沒有學微積分？微積分那些你有沒有學？

一路將它來到分下去，一路一定要分下去，每一個最小的時間裏都有一個生一個滅，

是嗎？即是說，每一念起的時候都有生滅、生滅、生滅，一生一滅我們改一個名叫做

什麼？最短的時間，叫做一個 k a aṣ ṇ 剎那，剎那。又叫做一念，經裡面一念，一剎那

一念，我們中國人叫做什麼？一瞬。是嗎？一個剎那中國人叫做一瞬，你讀一讀《赤

壁賦》，「則天地曾不能一瞬」，一瞬。每一瞬即是說一生一滅的狀態，一生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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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瞬裏面都有一個新的狀態生起，那種新的狀態一生起即刻又滅，一滅了之後，第

二個新的狀態生起就是第二瞬了，世界上是沒有真實的「瞬」的，無真實的「剎

那」。我們的生滅一生一滅，一生一滅，最短的生滅是一生一滅，就叫做一剎那，叫

做一瞬。我們一生的生命有一百歲，在一百歲裏面，在一百年裏面有無數那麼多的生

滅、生滅、生滅，連續的生滅，這樣就叫做無常了，連續生滅。

五蘊是這樣的，是無常的，他這樣就瞭解了。已經很了不起了，在小乘可以證阿

羅漢果都可以了！但在大乘就不行了，何解？你說五蘊是無常，你又說五蘊是空，始

終不能全部撇下所有東西，其他東西你已經撇掉了，你不會給執著它常，你不會執著

它是有了，但你執著它是無常，仍然是執著有無常的一個五蘊，仍然執著它是空。是

嗎？執著它是有固然是執，執著空還不是執？是嗎？這樣，撇不去，聽不聽得明白？

最後的撇不下它。所以看憨山法師說什麼？

「荊棘叢中藏足易，月明窗下轉身難。」(荊棘林中下腳易，夜明簾外轉身難。)

在荊棘叢林裏到處刺腳，我們慢慢將腳伸下去是很容易的事，小心就可以了，是嗎？

「月明窗下」你想轉變你就難了。意思是怎樣？當你全部空了所有執著，什麼都空，

到最後你連這個「空」卻「空」不去，想轉身也轉不了，一轉了身你就見性了，是

嗎？但你轉不到，你看看神秀？修行修了幾十年他就是轉不了身，「身是菩提樹」，

執著；執著有個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心是好了！他就是執它好像明鏡那

樣。

執著它是一塊明鏡一樣。執著它是明鏡又要怎樣？要「時時勤拂拭」，又要「拂

拭」了，又要「勿使惹塵埃」了，又執有些塵埃。那就成世都搞不通，一點點阻著，

執著那一點點，撇不開，六祖就是撇了那一點：「菩提本無樹」，菩提樹都撇了，

「明鏡亦非台」，明鏡台也撇了，當然他這篇東西是後人作的，真的《六祖壇經》不

是這樣的，你們讀過《六祖壇經》了，真的那本是八句的，「本來無一物」，全部撇

清了，都仍然有所得。你們聽過《唯識三十頌》？有沒有聽過？你聽過？我問一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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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解？這句「現前立」，加行位，(「現前立少物」)，是嗎？《唯識三十頌》你聽

過，你應該識？

聽眾：識少少而已。

羅公：不用全部識，

聽眾：拿起來就不記得的

羅公：凡是學習，要成整個 system聽才可以，聽一段不聽一段是不行的。

聽眾：很難化的，很難化去。

羅公：初時一定不化的，你整個 system拿到你漸漸地你就化了，是嗎？漸漸地你就

化了。這樣《唯識三十頌》說，他說如果依據唯識來修行有五個階段，五個

stages，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做資糧位，第二個階段叫做加行位，第三

個階段叫做什麼？

聽眾：修習位。

羅公：第四個階段才是修習位。第三個是通達位，第四個是修習位，第五個究竟位。

好了，第一個位是怎樣？第一個階段「乃至未起識」，是嗎？五位，加行位最

後的那段，「乃至未起識，求住唯識性，於二取隨眠，猶未能伏滅。」這些即

是你們了。加行位，不是，這個是資糧位了，資糧位是怎樣？你發了大菩提心

了，如果你未發菩提心就未能夠講這裏的，你發了心了，但是還未有起一個抉

擇，未曾起一個甚麼？未起起一個抉擇，順抉擇分的識，這個「識」者，即是

加行位裏面的那個「暖、頂、忍、世第一法」，這個四加行的「識」還未起，

由你發菩提心起，一路至到你未曾生起加行位的那四個順抉擇分的識，「乃至

未起識，」起那個「識」有什麼用？起那個識「求住唯識性」，去求證唯識

性，你只是發了菩提心，未曾起那四個識去求證那個唯識性，「唯識性」即是

勝義諦。他說這些人，即是你們，「於二取隨眠，猶未能伏滅。」對於二取，

能取、所取的執著，所取就是境，是嗎？能取就是心，對於境與心的執著，執

著境與心，那些煩惱、隨眠，那些煩惱種子，「猶未能伏滅。」不止未能夠

滅，伏都還未能伏，「猶未能伏滅。」這些是資糧位，就合適你們各位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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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這樣了「於二取隨眠，猶未能伏滅」。這些叫做資糧位的人馬，所有這

裏 total各位都是，加行位已經很厲害了。第二個加行位是怎樣？講修現觀

了，修那個「思現觀」了。是怎樣？「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

故，非實住唯識。」他說，一到加行位的這種人怎樣？「現前立少物」，這種

人「有所得」，現前有物，這個就是勝義諦了，我現在去證了，這個勝義諦是

這樣的，我現在去證，這個是真如了，我現在去證了，好像在面前立起一些東

西在，立少少物，「謂是唯識性」，說這個才是勝義諦了！這個就是唯識實性

了！他說這類人不行的，這只是「思現觀」而已，「以有所得故」。還有一點

點，執著住。「非實住唯識。」不是真正證到勝義諦，不是，這是「思現觀」

而已。到什麼時候才可以？把剩下的那些丟下就行了，像六祖那樣就行了。

第三、就是見道位了，即是通達位了。「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

識，離二取相故。」「若時」，他說若你修行修到這個時候，「於所緣」對於所緣的

境界與你能夠瞭解事物的這種智慧，「都無所得，」都不執著說它是實有，不執；

「爾時住唯識」，那時你就真正證到唯識性了，證了勝義諦了。為什麼說他證到？

「離二取相故」，已經離開了所取的境與能取的心的執著，所以他證了，就好像六祖

那樣，「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全部都無所得。很容易解的，其實你一懂，我

講課你肯留心聽才行，你們這些人不肯留心聽，聽了回去又不看的，那就當然不識，

不識也是應該的，是嗎？識才奇怪。

聽眾：羅生，不如連下面那兩句也解出來。

羅公：什麼？

聽眾：解釋下面那兩句。

羅公：下面那兩句？下面那兩首頌，「無得不思議」是嗎？「是出世間智，捨二麤重

故，便證得轉依。」他說一見了道之後，就入了修道，「修習位」了，「通達

位」很短的，一出定就是「修習位」了。那時就成整天溫習，整天練，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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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分別的智已經起了，第二天未必會起的，第二日要練，第三日也練，練到它

要起就能起的。這樣，你能夠訓練一路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

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一路每一「地」去把那些執著損害、損害，一

路損害，你就會怎樣？你能夠在你的歷程裏面，所有東西都無所得，「無

得」，執著無所得的現觀。「無得」。可謂在定中觀照整日，這樣修就會入去

一種不思議的境界，講都講不出來。你那個根本智和後得智，時時有，那個根

本時時證入那種不思議、不可說的境界，那個後得智能夠運用六神通，也是不

可思議，「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出世間智是無漏的，這就是無漏智

了，一路訓練，他說：你訓練無漏智有什麼用處？有用的，「捨二麤重故」，

你不斷練習、漸漸再就捨棄什麼？捨棄了兩種麤重，什麼叫做「麤重」？煩惱

的種子就叫做麤重，捨棄那兩種煩惱種子，哪兩種？一種就是所知障，一種就

是煩惱障，煩惱障就令你不能證涅槃的，所知障令你不能得大菩提的。

這兩種煩惱的種子都捨棄了，你有一天你會「便證得轉依」，你就證得佛果，

「轉依」就是佛果，修習位還未證佛果，不過有一天，你便證得，那個「便」你要留

意，一路到了十地了，那時你的煩惱就很有限了，只有一點點，成佛之前，一剎那的

時候入了一個很深的定，叫做「金剛定」，在金剛定裏，那極強烈的無分別智一起，

將那些殘餘的煩惱種子都銷毀了，銷毀了煩惱種子，不止煩惱種子銷毀，連一切有漏

種子都銷毀了，我們的生命叫做第八識，我們的第八識就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第八

識是有漏的第八識，連我們的有漏第八識都銷毀了，何解？第八識的種子銷毀了，種

子銷毀了，那棵樹的根也斬去了，那裡還有樹？即是我們的生命斷了，斷了，是斷了

我們有漏的生命，有漏生命這個障礙除去了，那樣無漏生命就起了。我們平時每個眾

生有些無漏的種子寄存在我們的第八識處，那時，當除去了全部障礙之後，那些無漏

種子就爆發了，無漏種子之中，有些是什麼？有些是「無漏第八識」的種子，叫做

「庵摩羅識」的種子，它爆發了，沒有了有漏的第八識，那個無漏的第八識的種子爆

發，成為一個無漏的第八識，那是佛的第八識了。這個第八識就變起佛的世界了。

所謂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的第八識變的，變起那個佛身，那個萬億紫金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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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變得不到的，有漏的第八識是變不到的，我們變不到的。變起個有漏的根身，不

是！變起無漏的根身、無漏的世界，這個叫做「報土」。這樣，他又有個無漏的第七

識的種子，那個無漏的第七識一起，同時起，做無漏第八識的根了，我們的第七識整

天執我的，它是甚麼都覺得無我的，因為自他平等。

所以他能夠在報土裏化度眾生，這是第七識，又有個無漏的第六識的種子又起

了，他殺就殺有漏的，殺不到無漏的，那無漏的第六識起就成為「妙觀察智」，說法

度眾生了。無漏的前五識起，就變起「色」、「聲」、「香」、「味」、「觸」，現

神通，入世來救眾生了。他在報土裏變報土，他不能變化土的，但他要來救化土的眾

生，你們這些眾生在污俗世界裏面，他進來你處，他用大定大悲的力加被那些眾生，

剛好遇到你們這些眾生的善根那時候成熟了，他就參加一種力量在那裏，就令到你們

這些眾生用那些前五識的作用，令到你們的眾生個個都見到，從前某個地方或者印

度，某個國家裏面有某一個國王，某一個王妃生了一個兒子，那個兒子生了出來，無

病無痛的很幸福，漸漸地他長大了又結婚，漸漸地他又不做轉輪王了，他就走去出

家，即是說佛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沒有入胎，沒有學習，沒有出家，亦無說法

四十九年，亦無在雙林入滅，沒有這回事。

而是你們的眾生的識共變的，是你們的善根覺得有這個佛出世，你雖然有這種力

量，他加一種力量來加被你，支持你，就令到印度那些有緣眾生能見到他，見到佛出

世，有個佛說法，其實他說法，是報土裏面的才是真佛說法，化土裏面是他加被你，

實在他沒有變的。

通常正統的就是這樣說法，那時，經過第四階段，第五階段，「此即無漏界」

了。是嗎？「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他說：一到了

究竟位成佛的時候，一過了金剛心，剛才我講金剛心，金剛心銷毀了那些有漏種子，

第二個剎那，那無漏的報身、報土就出現了，出現了報身、報土，然後加被我們這個

化土裏面的眾生，就令到我們這裏的眾生覺得在兜率天裏面有個菩薩入來投胎，全部

是假的，全部是假東西來的，全部是他的前五識作用來的，這樣他就證了佛果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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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佛果之後，「此即無漏界，」這句就是無漏了。完全是無漏的。他怎樣？「不思

議」，我們凡夫根本用說話，用我們的心去思，思不到他的那種境界。用說話去

「議」亦議不到，「善」，純善的、無惡的，「常」，永恆，那時就永恆了。「安

樂」，真正安樂了。就是這樣，如果你是小乘人所證得的那個身是什麼？那個勝義諦

在小乘人來說叫做「解脫身」，不能叫做「法身」了，但是釋迦佛「大牟尼」的「法

身」、「解脫身」，他不叫做「解脫身」，叫做「法身」，因為他是一切佛法的功德

都聚集在那處，叫做「法身」。那五句就是這樣解了。

解起上來，那五句，《成唯識論》是解得很透徹的，如果你要專看那五個階段，

就有這套書，佛經裏面有一套叫做《佛地經》，大乘經裡，佛地的究竟位，有一位菩

薩叫做親光菩薩注解了《佛地經》，叫做《佛地經論》 (《Buddhabh mi-s tra-ū ū

straśā 》)現在《藏經》裏面有的，《佛地經論》。

聽眾：上次講漏了，可能不記得，剛才講第八識阿賴耶識，來到金剛定的時候。

羅公：金剛定的時候怎樣？

聽眾：就把這個阿賴耶識全部消滅了，但是讀《八識規矩頌》時，做到八地時就消滅

了，「不動地前纔捨藏」。　

羅公：纔捨藏。

聽眾：是不是去到那裏就消滅？

羅公：是消滅。捨棄「藏識」的名，這個第八識仍然是第八識，仍然是叫做第八識，

但是不能叫做「阿賴耶識」，「阿賴耶識」這三個字， layaā 這個字就叫做

藏，藏，「阿賴耶識」應該叫做「藏識」，一般人叫讀「藏識」，何解呢？當

你做 verb來用，即是動詞來用就讀「藏」(音「 」牀 )，當你做 noun來用就讀

「藏」(音「狀」)，其實現在這個時代，四聲都無謂搞這麼多東西了，反而難

倒那些後生仔，「藏」(音「 」牀 )也好，「藏」(音「狀」)也好，總之叫做

「藏識」那樣，是嗎？「藏」有三個意義，記不記得？有沒有聽過？沒有聽

嗎？能夠把一切種子，一切有漏種子全部藏在裡面的，好像一個電腦那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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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種子即是等於資料，所有的有漏資料全部藏在裏面，「能藏」，即是用一個

大夾萬(保險箱)全部藏著那些有漏的種子，連它自己的種子也藏在裏面的，前

七識的種子，連它自己的種子也藏著，它只是藏有漏種子，我們那些無漏種子

在哪裏？無漏種子也在裏面，不過它不說它藏無漏種子，何解？即是你一個國

家裏面，全部是你們國家的人，有些敵對的國家的人走了入來你們國家，那些

人不是你的人，你的國家不是藏他的，所以，它所藏是指藏那些有漏種子，無

漏種子我們不叫它做「藏」，叫做「寄存」在它那裏，無漏種子。所以有些不

知的，就說你們真麻煩！用寄存，即是你有一個夾萬(保險箱)，那夾萬存著你

的錢，是嗎？他另外有一個人寄存些美金在你那裏，你都是藏在夾萬裏，但那

些不是你的，是嗎？他的嘛，不同的性質來的，這樣不同。所以說寄存。

「能藏」，能夠藏一切有漏種子。第二就是「所藏」，所有的有漏種子，所有的

有漏東西一起了之後，馬上成為種子，成為資料打進去，打進它這個無形的「阿賴耶

識」的電腦裏面。所藏的地方，那些資料所藏的地方，那些種子，有漏種子所藏著的

地方，「所藏」。「執藏」兩個字本來很難解的，現在你們一聽下去，我用白話寫在

這裏。意義是「執藏」，執著的就是我，那個「第七識」執著它：這是我自己。你一

執著它是我，就藏護著它了。

就像你生了一個兒子，蘇蝦仔(嬰兒)，你執著他是你的兒子，你就整天保護、藏

護著、保護著他，藏著他，驚怕他受害那樣，「執藏」，被「第七識」執著住它，說

它是我，而加以藏護著它，藏護即是保護，保護著他，懷抱著他，保護著他，「執

藏」。「藏」字具有三個意義，三個意義之中最緊要是哪一個？最緊要就是這個，第

八識具有「三藏」的意義，你們讀《八識規矩頌》，就是「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

浪境為風」，「三藏」的應該聽過，他應該講給你聽的，你聽過沒有？《八識規矩

頌》？有沒有聽過？又未聽過？

聽眾：下一次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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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我講完《解深密經》就算了，是嗎？這些就講開的時候就一齊講了，是嗎？具

有三個「藏」，三個「藏」中這個最重要，何解呢？你一陣就知道了，那些眾

生無始以來，就整天都有個「第七識」，整日執藏著那個「第八識」說它是

「我」，所以這是原始的罪惡了，原始的我執，這種是與生俱來的我執，這

樣，這種我執你怎樣修呢？「第六意識」說有個「我」，你可以撇除，「第七

識」你不能撇除得到，它太深入，即是我們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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