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樣？「此有故彼有」了，有了我這個就產生那個出來，並不是這個會創造那

個，不過這個做條件就產生那個，那個就會出現，聽不聽得明白？那個電池，有了電

池就會產生電，是嗎？產生那些電的現象，並不是電池創造那個電的現象。你的電池

不過是一個條件，載著那些電子在裏面。站在唯識宗的立場，「遍計所執性」就空，

「依他起性」幻有，「圓成實性」真有。

如果站在空宗的立場，「遍計所執性」固然是空，「依他起性」亦空，何解？因

為它無自性，無自性亦叫做空，即是那個空宗的那種空的範圍闊一些。所以你一明白

空有的道理，明不明白？好了，這個「圓成實性」又怎樣然後才……又無形又無相我

們怎樣去 catch 它呢？怎樣去了解它呢？是嗎？

它這裏告訴你知道，「於此真如，諸菩薩眾勇猛精進為因緣故，如理作意，無倒

思惟為因緣故，乃能通達。於此通達，漸修漸集(漸漸修集)，乃至無上正等菩提方證

圓滿。」好了，他這裏告訴你，你怎樣然後〔才能〕證得那個「圓成實性」，你不證

「圓成實性」它一樣存在，你證到了，「圓成實性」亦不會增加一分一毫，我們想

證，如何才能夠證呢？

他說：「於此真如」，我們修行的人，對於這個真如，即是對於這個「圓成實

性」，真如即是「圓成實性」，「諸菩薩眾」，對於這個真如，那些菩薩，因為菩薩

一個叫做菩薩，多個菩薩就叫做「菩薩眾」，這個 plural number，所以他就加了一

個「眾」字，「諸菩薩眾」，這樣這個菩薩是指什麼？指已經發了大菩提心的那種

人，那種眾生，已經發了大菩提心的那些眾生叫做菩薩，那些菩薩眾，最初發了菩提

心之後，他就入了那個階段了，就叫做什麼位？

聽眾：資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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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資糧位了。

一發了菩提心之後，他就入了資糧位，在資糧位裏面他就要怎樣？「勇猛精

進」，一往無前謂之「勇猛」，自強不息、精勤不捨就謂之「精進」，以「勇猛精

進」為因緣，這個「因緣」兩個字就是「原因」那樣解了，有了勇猛精進學，這個階

段，他將來就證得了，他現在未證，「為因緣故」，後來就證得了。這個階段，這句

說話指什麼？資糧位，資糧位，「勇猛精進」，資糧位。

「無倒思惟」，「如理作意無倒思惟為因緣故，」「如理」，合理地，「作

意」，修止觀，這個作意，本來作意兩個字等於注意，attention 那樣解，但這裡引

申就當什麼？是修止觀，修止觀，修止觀，修止觀即是，「止」就是

concentration，「觀」 meditation，指修止、修觀就叫做如理作意，合理地，不

是好像外道那樣，修實我，又修那些真魂出竅那些，那些是邪的，要如理的，用如理

的修止觀為因緣，這個「如理作意」。「無倒思惟」，「無倒思惟」其實即是「如理

作意」，不過是重複講而已。「如理作意」就是「無倒思惟」了，是嗎？「無倒」是

怎樣？「倒」就是顛倒，顛倒有四種，無這四種顛倒，記不記得？四種顛倒，記不記

得？

聽眾：無常執常。

羅公：是，這個有為法都是無常的，你執著說有為法中有些東西是常的，這種叫做什

麼？執無常為常的顛倒，的倒，第一種顛倒。第二種顛倒，講。

聽眾：無我。

羅公：於無我執我，內就眾生，外就一切事物，都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自己的實體

的，而你執著有個永恆不變的「我」的顛倒，於無我執我，這是第二種顛倒。

聽眾：苦執樂。

羅公：什麼？

聽眾：苦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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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於苦執樂。

羅公：是，於苦執為樂。

人生是苦的，人生不過，整日，人生不過是一個大苦蘊，人生不外是生死輪迴的

一段又一段，而生死輪迴的一段又一段，上文講是什麼？「純大苦蘊」來的，怎樣

「純大苦蘊」？不離開那八種苦，整堆都是八種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

得苦，愛別離苦，憎怨會苦、五蘊熾盛苦、八種苦，不離那八種苦。所謂生死輪迴就

是那八堆苦的東西，我們偏偏耽戀這個生死輪迴，就變成了怎樣？醉生夢死，人最弊

就是醉生夢死。這樣，於苦的人生，我們執著它為樂而耽戀它，又是顛倒。

好了，來到這裏，你會問，我們修行，修大乘的行要三個無量劫，很慘的，不如

我們快些去涅槃，這樣然則修小乘不涅槃就不顛倒，修大乘就要三個無量劫，豈不是

耽戀顛倒？不然，他不是耽戀，為度眾生故，所以要積集這麼多的資糧才成佛。所以

你發菩提心的時候，那些西藏人，那些喇嘛，發菩提心的時候有這一句：「為度眾生

願成佛。」如果只是解決自己就入了涅槃就了事了，入涅槃不爽，不爽你就修行添

道，是嗎？所以，於苦執著為樂，這又是第三種顛倒，第四種顛倒，你講。

聽眾：於不淨執淨。

羅公：於不淨執為淨。對於我們的身體，世界上很多東西都是不潔淨的，我們偏偏執

為淨，尤其是對自己的東西執為淨。對於別人吐的口水痰你會覺得是不淨，你

自己咳的痰你就可以「骨」一聲吞下去，不覺得不淨，是嗎？

完全是什麼？「遍計所執」，執著於不淨計淨，執著，執為淨。你又不要以為我

講得這麼俗，俗你才明白，沒有了這四種顛倒，當你思惟的時候不犯這四種顛倒，就

叫做「無倒思惟」。又有人講八顛倒的，講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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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過沒有？未嗎？四顛倒就通乎大小乘講的，但大乘的人除了四顛倒之外，再加

四種顛倒的，叫做「八顛倒」。對於有為法於不淨計淨、於苦計樂是一種顛倒，但對

於涅槃就剛好相反，涅槃是常的，你認為涅槃是無常的，它就說你顛倒了。涅槃是常

的，為什麼涅槃是常的？

第一，「常」有兩種，又常又無常，「常」，一種叫做不變常，一種叫做什麼？

continuously，持續不斷的，相續常的，大涅槃具有兩種「常」，大涅槃具有兩種

常，第一種，涅槃的那個實體即是「圓成實性」，永恆不變的，「不變常」，是嗎？

涅槃，如果你入了大涅槃，成了佛之後乘願再來，永無止境的，「相續常」，涅

槃具有兩種「常」，如果你說涅槃是無常的，大乘的人就說，你是顛倒了。還有，涅

槃是 absolute 的，真正的快樂，如果你說涅槃都是苦的，不是樂的，你就是顛倒

了。於涅槃你執它為苦，顛倒了，涅槃，我，我們世人隨業流轉，「我」即是主宰，

我們世人沒有主宰的，涅槃有主宰的，何解？

以智慧的指導，我應該到某個世界、某一個國家的眾生與我宿昔有緣，我就去那

裏示現，做他們的良師益友，完全用他的大悲、大願、大智做指揮，所以從這個意義

來講是有主宰，所以涅槃有一種「我」的德。涅槃無形無相，但是他現出來有形有

相，他現的人有形有相，你看起來，你以為他與你一樣污糟邋遢，但是他只是示現，

不是與你一樣邋遢，所以涅槃有一個「淨」的德。涅槃具備四德：「常、樂、我、

淨」。

涅槃具備四德，你如果你執著一切都是無常，涅槃都是無常，一切都是苦，涅槃

也是苦，一切都無我，所以涅槃都是無我，一切都是不淨，所以涅槃也是不淨，你就

是什麼？就是顛倒。對於有為，普通的有為法，有四種顛倒，涅槃有四種顛倒，合起

來就有八顛倒，你查《佛學大辭典》都有。這樣，總之無倒思惟，你思想的時候無倒

思惟，這樣，這個是什麼？會修止觀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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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止觀很勤力的，一定是加行位了，叫做加行位了，「乃能通達」。「通達」這

是什麼位？見道位了。見道之後跟著就去修道了，「於此通達漸漸修集」，不是

「頓」的，是見道的時候「頓」，「漸漸修集」，經過什麼？十地，兩個無量劫，到

最後，「乃至無上正等菩提」。

無上的、無上的，西方人譯做 utmost，utmost，「正」的，正的，是什麼？

right，right，正的，「等」的，平等的，sameness，有人將那個「等」字譯作

completed，perfect，這個「等」字亦作 perfect 最好，完完全全是平等的，

「等」是平等，每一個角度都是相等的就是完全了。這個角度短些，這裏短些那裏長

些就不完全了，所以叫做「等」。菩提，菩提是 bodhi，覺悟了，這樣，得到「無上

正等菩提」，這樣就叫做「覺行圓滿」了。好了，這個是成佛的階段，這樣即是五個

位，五個階段講完了。

資糧位，加行位，「勇猛精進為因緣故」，資糧位，「如理作意無倒思惟為因緣

故」，加行位，「乃能通達，」見道位，即是又名叫做通達位。「於此通達，漸漸修

集」，修道位，「乃至無上正等菩提方證圓滿」。直至得到「無上正等菩提」的時

候，然後才證這個「圓成實性」，證得圓滿了。圓滿了，completely 了，圓滿了，

「圓成實性」明白了嗎？

好了，有一個 break。

好像國文那樣，給你們讀，等你們欣賞一下那些佛家那些的經疏裏面，那些國文

是怎樣用法的。這段，我節錄它一段講給你們聽，等你們一方面又了解「三性」的分

法，一方面是看一看、欣賞一下佛經裡面的那些文字，因為何解？你讀過佛經裏面的

文字怎樣讀，你將來，你自己會看經才是辦法的，成世都要找人去聽，講給你聽不是

辦法的，你自己拿出來就看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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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一段給你們看看，你們不要怕，大家已經了解什麼叫做「三性」了，是嗎？

三性亦名叫做「三自性」，又名叫做「三相」，為什麼呢？「三相」與「三性」有什

麼不同？又叫做「三自性」，又叫做「三相」，又叫做「三性」，都是這三種東西。

名稱就有很多名稱的。蘇東坡，蘇軾(1037－1101)都可以叫做蘇子瞻，又可以叫做

蘇東坡，一種東西有幾個名稱不出奇的。我寫一段給你們，這個三性我剛才講的是正

統的講法而已，我剛才解釋什麼叫做「遍計所執性」，什麼叫做「依他起性」，什麼

叫做「圓成實性」，我剛才的講法完全是依據《解深密經》來講，在另一本經又不是

這樣講法的，在《楞伽經》又不是這樣講法的。

《成唯識論》都有我這個講法，但是它亦不止這麼多講法，所以我就寫這一段出

來，一方面令你學一下佛經裏面那些國文，一方面你了解一下，對於三自性有這麼多

種看法的，經，測疏，「測」即是圓測法師，「疏」就是那些詳細的註釋叫做

「疏」，梳、所、疏，你們學國文的，這個是疏(梳音)字，手指為什麼這麼疏？

那個「疏」字是一個形容詞，很疏的，那些很密的，是一個 adjective，形容

詞，如果你說當動詞用，當動詞用就不是讀疏(梳音)的，讀疏(梳音)都得，但是大部

分人都不讀疏(梳音)的，讀疏，梳、所、疏，當動詞用，即是將它來，何解？如果你

讀「疏」，詳細解釋，詳細解釋就叫做「疏」，那個疏字，疏(梳音)當動詞用，但是

這裡當詳細解釋那樣解。

但那個「疏」字又可以當名詞用，當 noun 來用，如果當 noun 來用就讀什麼

呢？不讀梳了，當 noun 用就一定讀疏的，讀疏，當 noun 用，就兩、三個解，第一

個解，詳細的注釋；那本書，做 noun，那些詳細注釋的書，好像這本經的疏，疏，

即是詳解。第二就是什麼？那些臣子，那些臣子要給一段公文，好像信件，寫得很詳

細的文件，呈給皇帝看的，那篇也叫做疏，叫做「疏」。其實你家裏，不知多倫多有

沒有，有些喃嘸佬，有沒有喃嘸佬的？叮、叮、叮、叮的喃嘸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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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有。

那些喃嘸佬拜神的時候，他有一些，用那些紅紙，這麼長的紅紙折幾折的，好像

一本經那樣折幾折的一張東西，你想，譬如你想拜玉皇大帝，你想請求玉皇大帝賜些

這樣福，那樣福給我，他那篇請求書，寫了，那個喃嘸佬就拿住它咿咿呀呀在那裏，

讀一下又噹！一聲，打一下磬那樣，那篇東西也叫做「疏」。明白嗎？他當玉皇大帝

是皇帝，他自己就當是臣子，他對皇帝講了，就叫做「疏」。那些法師替人打齋，譬

如你母親做大生日，你請一班法師來拜三天藥師懺來祝賀母親壽命延長，那些和尚就

替你拜三天懺，是嗎？

拜完之後，有些就每日念疏，有些就最後才讀的，最後，拜完那三天懺，就向藥

師佛請求，就拿住一篇東西，那篇就叫做「疏」了，我現在某某信士，三寶弟子某

某，現在謹請什麼眾僧替我拜藥師懺三日，願以此功德來迴向給母親壽命延長，如此

這般講了很多美麗的說話，一路用那些咿咿呀呀的聲音，鏗鏗框框來到念，是嗎？幾

好聽的，入碟，幾好聽的，這樣，他那篇，那張東西又叫做「疏」，他即是將佛來當

是皇帝，你明白嗎？

他自己是臣子在那裡讀疏，做 noun 用讀疏，如果做 noun 用，即是當名詞用就

讀疏，如果做動詞用可以讀梳，可以讀疏，做 verb 用就可以讀梳讀疏都得。如果做

adjective 用，作形容詞用就讀疏(梳)，疏的，明白了？梳、所、疏，發不發到音？

疏，我們廣東話九個聲，即是那個疏字那樣，傻、所、疏、梳，四個聲，有個繩索個

索，又不是梳，又不是索，這個是中入聲，九個聲。好了，我現在這本《解深密經

疏》裡面我節錄它，在這裡節錄一段出來給你們。

怎樣講呢？很美麗而且是很嚴謹的，是嗎？你現在個個字你都識，但一連起來，

句句都不是很懂，是嗎？你呢？你有無學中文？沒有嗎？學一學中文，叫你媽咪買一

本《西潮》給你看，等你知道你現在中國人所處的環境怎樣？香港那些人個個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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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那些大學生無人不看的。《西潮》，你有沒有？

聽眾：蔣夢麟的？我有望過。

羅公：蔣夢麟造的。

聽眾：他有講很多東西。

羅公：你有看過？

聽眾：大約看看，在圖書館。

羅公：好呀。這本書。

聽眾：他有講客家人，他有講中國有些人因為……

羅公：他蔣夢麟由他出世之後，他所見到的東西一路講到，用他自己個人所見到什麼

情況講出來。

聽眾：講很多東西。

羅公：是，你看，我現在聽你這樣講法，你都不是很明白，你看，看多一、兩次，看

兩次，這套書值得看兩次。有些書不值得看，有些書就值得看十次、八次，有

些書值得看一、兩次，

如果沒有，買不到，去圖書館借來影印都值得。你買，香港賣十二元一本，即是

加拿大幣兩元，值得，尤其是孩子，不可不看這本書。你現在讀英文，在這裡都英

文，拿到學士，你以為你真的懂了很多東西？我接受了西化，好行了！西化的精華，

外國精華你哪裡拿到，拿到一些皮毛而已！

與西方人做生意講得通，入到西方人的工廠裡面你都會做事，那樣不行的，真正

立大志氣不是這樣的。我解給你聽，「諸教所說三性，總有二門。」這個「教」字不

是當宗教解，當 teaching，即是指那些經，經，那些經論叫做「教」。佛所講的經

與菩薩講的論通通叫做「教」，即是英文的 teaching。

各種經論裏面所講的三自性，這個「三自性」即是什麼？「遍計所執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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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自性」、「圓成實自性」，總有兩門，總有從兩個不同的角度，「門」，那個門

字本來是一道門，其實即是英文的 aspect，方面，或者是 respect，角度，總共有兩

個不同的角度來解釋的，第一個角度是怎樣？

你留意，這個角度不是我所講的這個角度，是第二個 (另一個)角度，以後我才

講、寫這個角度，我的主要的目標是想你們了解，記住，講說話，「言非一端，義各

有當」，記住這八個字，凡是講道理，講話，言，說話，「非一端」，不是只是一方

面的，「義各有當」，「義」是道理，道理是各有各的對的、合理的地方，有時你要

這樣才合理，有時是他那樣才合理，你明不明白？言非一端，義各有當。所以，同是

佛所講的三性，佛自己都好像矛盾那樣的，第一種講法，第一個，所執雜染不倒門，

這個這樣的 aspect，「門」。

從這三種來到分的，所執，你們這些凡夫的妄情整天有執著，沒有那樣執那樣，

你所執的那種東西叫做「遍計所執性」，所執，雜染雖然不是執，但是仍然是眾緣和

合，是有幻有。但是，幻得來是雜染的，怎樣叫做雜染？看你們記不記得？你記不記

得？陳芷君記不記得？記住，雜染與染污不同的，雜染，雜染即是有漏，雜即是什

麼？什麼都有，complex 的，雜，什麼都有。

立立雜雜(各種)的，雜染不是那個字來的，又雜亂又不是乾淨的，叫做雜染，雜

染的東西又名叫做有漏，記住，雜染即是有漏，煩惱叫做漏，煩惱，西方人譯有漏，

那個漏字叫做什麼？譯做什麼？outflow，outflow，out，flow 漏出來的，有漏，實

質即是煩惱，有漏即是有煩惱的，怎樣叫做有煩惱的？

與煩惱相結合的叫做煩惱。舉個例，你又捐一萬元去醫院，他又捐一萬元出去醫

院，別人捐，你什麼名，你什麼名？費是講了，無名氏吧！將來別人送獎狀給你！不

必了，獎狀不獎狀，我只是想做一件好事。我並無沽名釣譽的。他就無煩惱的。是

嗎？無貪心，貪、嗔、癡等就叫做煩惱，無貪、無嗔、又無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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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呢？我捐了錢，你寫返什麼報酬才行？在報紙替我登幾天之類，等人人都知

道我做了這件善事，或造個牌匾在家裏掛一下，這個人他都是善，但是他怎樣？善得

低級一些。有漏善，善都有有漏的、無漏的。是嗎？所以無漏與有漏的差很遠，一個

老婆婆她都沒有什麼錢的，今餐飯只是剛好夠食，遇上有個孩子無飯食，我分一半給

你吃，分了，吃完就好走了，她根本沒有了這回事，是嗎？假使那碗飯值兩毫子，她

做了兩毫子功德，是嗎？

但是你是一個大的什麼 sir，那些大紳士、爵士，你捐一百萬出去，整一間醫院

或者什麼，你要造我的名字下去，我某某張阿寶爵士紀念醫院才行的！或者你去港督

今年要做一個什麼荷蘭水樽蓋之類，送給我才可以的。好了，在效果來講當然你這位

爵士效果大，是嗎？但是講人的行為不是在完全在效果上講的，有時是就動機來講

的，就動機來講，這個老婆婆是第一，那位爵士是低級的。是嗎？所以行為不是一定

是看效果，要看動機。

所以這個雜染是動機與煩惱相結合的，結不解緣的，就叫做雜染，亦名叫做有

漏，有漏即是有煩惱的，所以如果他做的因是有煩惱的，他直接所得的果都有煩惱

的，不過有時有煩惱的因會得到無煩惱的果都有的。有些人是不信的，譬如貪、嗔、

癡，惱怒是不好的，但是有時惱怒一下是好的，怎樣？孟子講，我很多時費事講佛

經，我用儒家的東西講，因為很多人讀儒家的書。

他說，周文王與周武王一發怒就影響到天下的人都受惠了，因為他發怒是因為紂

王太壞了，我要打他！我要革命，我要打他！結果他就走去滅了紂王，天下的人安樂

了。惱怒是不好的，是嗎？貪、嗔、癡就是「嗔」，但是結果是好的，有時都會這樣

的。

壞的東西會引出好的結果，不過就這些東西來講，有些是雜染的，有些是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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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現在雜染的東西統統叫做「依他起性」，「依他起性」一定是污糟的，雖然是

眾緣和合而生，都是有為法，是邋遢的有為法，就叫做「依他起性」，但還有些乾淨

的有為法，譬如觀音菩薩所發的大慈大悲都是有為法，然則觀音菩薩所發的大慈大悲

是無漏的，那就放到哪裡？當為「圓成實性」。

「不倒」是什麼？不顛倒的，凡是不顛倒的，怎樣叫做「不倒」？無四顛倒的，

是嗎？或者無八顛倒的，這種東西是無四顛倒、無八顛倒的，就叫做「圓成實性」，

這樣即是說，不只是真如才是「圓成實性」了，是嗎？連你發無漏的大慈大悲，這些

有為法都是「圓成實性」。

第一種分法就是這樣，我現在講這本《解深密經》不是這樣分法的，但是這樣，

《楞伽經》就這樣分法了，《楞伽經》，同是彌勒菩薩講的東西，《瑜伽師地論》就

照我現在這本經的分法，彌勒菩薩的《辯中邊論》是照這個分法的，所以說，「言非

一端」就「義各有當」，記住，你可以這樣講，我可以這樣講。依住這三種做標準，

第一，用有所執著的做標準，凡是一種東西是執著而執出來的，本來是無的，這些叫

做「偏計所執性」。

第二個標準，雜染，眾緣和合所生而幻有的，但是，只要它是雜染的，都叫它做

「依他起性」，如果它是清淨的，又怎樣？有為法也好，無為法也好，統統，只要它

是不顛倒的，就叫做「圓成實性」。用這三種標準來分類，聽不聽得明白？你新聽的

就難明一些，聽得一、兩個月，有耐性就會明白了。於是下面詳細解釋了，「謂妄所

執實我實法，都無所有。」「但隨妄情而施設故。說之為假(有)。」「謂」字怎樣

解？譯做白話文，就是，

譯做英文，that is，就是，就是什麼？

「妄所執(的)實我實法，」「妄」者，妄情，我們的虛妄的心，虛妄的心情，本

來無那些東西，我用虛妄的心情，虛妄即不實在的心情，這種虛妄的心情一起，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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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無那種東西執那種東西，何解虛妄心情沒有那些執那些？你住在這裡清清淨淨無

鬼的，你見到那裡黑黑地一隻老鼠過，以為那些鬼出來了，鬼呀！鬼呀！就無鬼都覺

得好像有鬼那樣，執它有鬼了，是嗎？這些叫做「妄情」，由那種妄情所執出來的，

執出些什麼？

執出兩種東西之中的一種，實我，本來五蘊結合，成為一個幻有的東西，現在那

些蠢人，偏偏執著有個實我，實我了，我就執著自己有實我，或執著有江漢林這個實

我，執著有陳芷君又有實我，個個有實我，老鼠有老鼠的實我，貓有貓的實我，無數

那麼多的實我，實我。實法，還有，實我不淨是執老鼠、貓的實我，執著有個實觀音

菩薩，有個實的釋迦牟尼都是實的，執他為實的，實法，「法」就是東西，沒有那種

東西，那種東西都不是實在的，執它為實在。譬如地球，在佛家來講，地球不是實在

的，但是我們一般人認為，真正有實的地球，地球為什麼不實在？佛教從兩個角度來

看，所謂地球是什麼？

山、石、各種礦產，離開那些物質哪裡有地球？是嗎？所謂地球者，有山、有

石、有礦產，又水，各種零件，堆到一起，一大團那樣叫做地球而已，眾緣結合就生

出個地球，但是那些人就執，以為有一個真正的實的地球，這是通俗地講，如果站在

唯識來講，你見過地球未？

沒有人見過那個地球的，見過在空中那些衛星拍下來見到的那一團東西，但那個

不是地球，地球哪止這麼小？我們看到的地球不是這樣的，你說地球的影，影而已，

影就不是等於地球，你的影不是等於你，你的影，如果你的影就等於你，我拿把刀亂

斬你的影，你應該會死，是嗎？這樣，所以，所謂地球是什麼？根本就是什麼？都是

零件來的。

不要用地球，用個金山橙，這個金山橙，人人都說有個實的金山橙，其實你沒有

辦法，沒有辦法認識那個實的金山橙的，你根本沒有一個實的金山橙，在唯識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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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你拿著金山橙，看它是黃色，好像你件衫的黃色，黃色是顏色而已，color 而

已，不是橙，你說，我咬下去是酸的，酸是味而已！味不是等於金山橙，是嗎？

摸下去軟的，軟而已，是嗎？嗅下去香的，香而已，根本是四種不同的感官所接

觸的境，這樣，那個金山橙是零零碎碎的，是嗎？即是說什麼？黃色加上酸，加上

滑，加上香的總和，通俗叫做金山橙。而且你眼看到顏色而已，看不到橙的，眼看到

顏色是一種 sense 來的，感覺來的。

所謂金山橙即是什麼？是我們的第六意識將眼所見的黃、舌所嚐到酸，鼻所嗅到

的香等等，將它來硬把它綜合到一起，假設有一個東西叫做金山橙，我們所謂的金山

橙即是這個東西，是嗎？實在就空空洞洞的，《金剛經》裏叫做什麼？「一合相」來

的而已，根本就不是。金山橙不是實有的，推而廣之，地球也不是實有，是嗎？

但是我們偏偏就執為實有的，不止你執，我也一樣執。是嗎？執又怎樣？我們平

時有執的，除非我們入空觀，修止觀的時候修觀，地球亦空的、泰山亦空的、太平洋

又空的，修了觀的時候，把一切的那些執著全部空了的時候，當下大地平沉那樣，那

時就無執了，但那時無執你已經見道了！先生，是嗎？

即是你正在見道的時候就無執，見完道我出定了，就又再起執了，又執了，那又

怎樣？修習，漸漸修習，修到真正你第八地的時候，你叫做「觀自在菩薩」，那個時

候出亦無執，入亦無執，拿著叉燒包來吃的時候，你不執有個實的叉燒包，就好像定

中所觀的一樣，第八地以上才行，就不是我們的，我們莫講見道，見不到，連加行都

加不到的。有人在多倫多說，我也是加行位，這個人荒謬，叫他試驗一下，加行位的

人，一定可以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你誰敢膽說能入第四禪？

無的，我估計多倫多也不會有第四禪的人，莫說加行，初禪都入不到，所以，我

們有道的，那些初地菩薩見了道，一出定就起執了，入定的時候就無執，慢慢漸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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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修到無執的時候，已經是第八地了。明白了嗎？法執很難除的，舍利弗都是執

的，你又讀過《維摩經》了，你讀過了，是嗎？未讀過？未讀過？何解？

聽眾：懶。

羅公：講過，你有讀過嗎？舍利弗有執無執？有執，因為他有執，所以那些天女散花

黐著他，因為他又執嘛！你都可以，你聽過都得，是嗎？他執，舍利弗這麼聰

明的聲聞，羅漢之中他智慧第一，他沒有我執，但是有法執，是嗎？

是那些八地以上的菩薩然後才完全無。執著有實的法，那個「法」字你不要以為

「佛法無邊」的「法」字很玄妙，那個「法」字是什麼？東西那樣解而

已，anything，anything 都是叫做「法」，執有實的我，實的法，妄情所執出的實

我、實法都無所有的，實在無的，那個本質一點都沒有的。那個「無」是何解？

明明那裡都無鬼，我們覺得有鬼，何解？「但隨妄情而施設故」，只是跟隨著，

「隨」者 follow，跟隨著我們的妄情，妄情，我們的虛妄的心、心情而施設的，沒

有那些東西就說有那些東西就是「設」，「設」它，假設它有，「施設」即是假立，

沒有的硬要當它為有。施設有兩種，有一種施設很好的，譬如佛施設很多教，施設

「三性」來教你們，佛也是施設，實在哪裡有「三性」？佛都是施設，然則佛哪有執

著？

他是無執著，他是施設來教你們而已，因為你有執著，所以他施設來教你，他沒

有執著，施設。施設有很多人將它譯做「說」，用妄情跟住妄情而說的，那個施設你

當它「說」字解就行了。佛經裡面有時用「施設」兩個字，有時用「建立」兩個字，

有時用「假說」兩個字，都是同一個字來的，都是「說」那樣解，即是隨著妄情而說

的，說它沒有的，我們說它是有，「說之為有」，說它是有，「之」就是它，說它是

有，聽不聽得明白？那個「之」字有時即是英文的 it 字，it，這個就是「遍計所執

性」了。「如是皆名遍計所執」了。「如是」即是這些，這些都叫「遍計所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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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下文解後面的「依他起性」了，「一切雜染諸有漏法」，有漏的、有煩惱

的、雜染的、不純粹的那些有漏法，只要它是從緣所生，是由眾緣和合而生出來，不

過它有漏，就「名依他起」了，我們就叫它做「依他起」了，就與我的講法不同，我

現在的講法是不論有漏、無漏，只要它是從緣所生，都叫做「依他起」。你不要這樣

駁我，我又罵你了，你說，羅生你為什麼不依經來講？我就答你，我現在不是依經

嗎？不過我依《解深密經》，他那本是依《楞伽經》，諸有了。

這樣，所以你們聽，主要就聽我依《解深密經》講，不過我把這個也給你們參

考，即是告訴你們，不是一定要這樣講的，另外一角度講都可以的。何解叫做依他

起？「依他起」三個字何解？那個「他」字就是因與緣那樣解，因與緣都是叫做條

件，因就是主要條件，即是要素，緣就是圍繞著這個要素的條件。

為什麼叫它做「依他起」呢？依因托緣而得生故。要依靠「因」，因就是主因，

「緣」者助緣，即是條件，「托」即是憑藉，「依」就依靠，依靠這個主因，憑藉各

種緣，然後才能夠得到生出來的，所以叫做「依他起」，「他」字就當因與緣那樣

解，聽不聽得明白？這樣依他起就一定是有漏的，是嗎？無漏的，眾緣和合而生，而

無漏的又怎樣？

譬如觀世音菩薩的身體是無漏的，身體坐在蓮花上的那個觀世音菩薩，他又怎

樣？他又不是「依他起」了，何解？他是無漏的，將他來撥到「圓成實性」，搞來搞

去那三個櫃桶，將那些東西全部放在這個櫃桶，或者全部放在那個櫃桶，放而已。聽

不聽得明白？好了，下面解「圓成實性」了，「一切有為無漏道諦。」第一種，「及

諸無為。」第二種，「名圓成實。」一切，即是所有、所有，那些有為法中，有為法

裡面，什麼叫做有為法？

有為法即是「依他起性」，眾緣和合而造作出來的東西叫做「有為法」，一切的

那些「有為法」，有為法中有些是有漏的，有些是無漏的，有漏的當「依他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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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剩下是無漏的，無漏的有為法中之無漏的，如果有為法中的無漏的，所以圓測法

師他以為別人的程度很高，所以他囉囉嗦嗦，「一切有為的無漏法」那樣就好了！他

又「有為無漏(的)道諦」，又多了葛藤，令到那些人，即是搞倒你們初學的人就五里

霧，「有為法」就講完了，他又整出個「道諦」，何解呢？原來是這樣的，講到這裏

我又要解給你們聽。

不過今天時間匆忙，我略略解而已，小乘所講的經論裏面的道理不外「四諦」，

「四諦」，四種真理就叫做「四諦」，第一就叫做「苦諦」，即是有苦的宇宙，有苦

的人生就叫做「苦諦」，人生是苦的，真真實實是苦的，這就叫做苦諦，我們的有苦

的人生叫做苦諦，這個有苦的人生不是憑空出現的，是由前世或者前前世，我們的煩

惱與我們的業招引出來的，招集它出來的，所以叫做「集諦」，招集出那個「苦諦」

來，「集」就是招集，「集諦」。「苦諦」就一定是有漏的，苦還不是有漏？有漏

的，有漏的果來的，你們看《佛學概論》的都有這些的，不過你們很容易一下就溜過

了，有漏果。這樣「集諦」是什麼？你講，講下去！講下去啦！

聽眾：有漏的。

羅公：有漏，有漏的什麼？

聽眾：因。

羅公：有漏的因了。煩惱與業，是有漏的因，「集諦」，這樣，「苦諦」、「集諦」

兩種都是有漏的，迷的、有漏的境界，但是我們苦的人生我們怎樣解決它呢？

我消滅了它！你能消滅嗎？你說：人生猶如大夢，我不發夢了，你又試一下不

發夢，你想不發夢都不行，是嗎？

這個人生大夢你想不發夢都不行。那麼怎樣呢？可不可以解決呢？只有兩個答

案，一個不能解決的，那就無希望了，是嗎？於是放縱可也，沒有希望了，今朝有酒

今朝醉，明日無餚明日愁，不必理了，橫豎都沒有希望了，等於一個已經決定快要行

刑的囚犯一樣，沒有希望了，沒有希望了，沒有辦法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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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答案這怎樣？有辦法解決的，又不同了，是嗎？譬如你現在坐牢，有辦法

釋放出監，就不同了，是嗎？佛的答案是哪個？是無辦法解決的抑或有辦法解決的？

有的，他說什麼？他說只要你修道就可以解決了，解決了之後又怎樣？解決了之後，

這個幻的，這個人生的惡夢停了，stop 了它，停了，滅了那個人生的惡夢，那時是

一種很清涼的境界。

不是無，不等於無，好像我們在發熱病中，熱病已經停息了，這個熱病要消炎的

藥，「道諦」猶如那些消炎藥，修道就猶如服食消炎的藥。「滅諦」、涅槃，「滅

諦」即是涅槃，「涅槃」就猶如那些發燒，那些熱症全好了，清清朗朗的生命了，不

是沒有了生命，涅槃了，那個惡夢停止了，進入了一種清涼的境界，就叫做「滅

諦」。

「滅」不是毀滅，苦的因滅了，苦的因滅了，苦的果自然都滅，那時的那種狀

態，那種 state，苦的因又無，苦的果又滅，那種 state 叫做「滅諦」，又名，「滅

諦」很多個名的，滅諦又名叫做「涅槃」，記住。滅諦即是涅槃，又名叫做解脫，解

脫、滅諦、涅槃都是一種東西，「滅諦」。我想達到「滅諦」的境界，怎樣可以？有

什麼辦法？佛說，有，有就怎樣？修道，你所修的「道」叫做「道諦」。那麼「道

諦」是什麼？

簡單的，一個 program，好像看戲都有節目單，「道諦」都有節目單的，簡單

的節目就分三種，是嗎？戒、定、慧三種，詳細些的是什麼？「三十七菩提分法」，

小乘。「三十七菩提分法」記不記得？要記的，如果你將來想做佛教法的講師你要記

的，你數給我聽：「三十七菩提分法」。

聽眾：「四念住」。

羅公：「四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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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四正勤」。

羅公：「四正勤」。

聽眾：「五根」。

羅公：「五根」。

聽眾：「五力」。

羅公：「五力」。

聽眾：「七覺支」、「八正道」。

羅公：「七覺支」、「八正道」。加起上來，還有一種，你答我，

聽眾：「四神足」。

羅公：「四神足」漏了。

聽眾：行了！行了！好了不起！

羅公：有時「八正道」寫起來有時會漏了一種，不記得，無辦法，人的記憶，靠記憶

不是辦法的。詳細來講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如果大乘就「六波羅蜜」，

這個就是「道諦」，即是說「滅諦」是無漏的什麼？

聽眾：果。

羅公：果了，「道諦」是無漏的什麼？

聽眾：因。

羅公：兩重因果，有漏果、有漏因，無漏果、無漏因，加起來就是「道諦」。

到這裏由回到本體了，無漏「道諦」，「苦諦」是有漏的，我們先 cancel 了

它，「集諦」是有漏的，又 cancel 了它，「滅諦」是無漏的，「道諦」是無漏

的，cancel剩下一個道諦，不是！cancel剩下了那些無漏的，無漏的有兩「諦」，

我們現在正在講什麼？「道諦」，「道諦」，這個「道諦」是有為法，「滅諦」是無

為法，「滅諦」是涅槃，不由因緣和合而生的。

「道諦」是有為法，是清淨的「依他起性」。這樣無漏法中的「道諦」，「及諸

無為」，無為、滅諦，無為、滅諦，「名圓成實」了，就叫做「圓成實」了，這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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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了，如果照我的講法，「道諦」是屬「依他起」的，是嗎？只有「滅諦」才是

「圓成實」，但他這裏的講法是「道諦」也算是「圓成實」的。

因為「圓成實」裏面有兩種東西，一部分是有為法，無漏的有為法，「道諦」，

一部分是無漏的無為法，「滅諦」。何解說它什麼？二者，二皆，漏了一個字，一定

是八個字的，漏了一個字，二種，漏了個「種」字，「二種皆是不顛倒故。」「二

種」即是什麼？好了，你時間到你先走。「二種」即是什麼？

聽眾：「道諦」與「滅諦」。

羅公：「道諦」與那些「滅諦」，都是不顛倒，跟著不顛倒，「道諦」。這樣，凡是

不顛倒的就是「圓成實性」了，這樣分法的。第二種分法，第二門，下一次

講，你提我。你說，羅生麻煩你寫第二門。等我寫給你，如果你有這本書，看

看第幾卷，《續藏經》，第三百七十四頁，三十四冊，是嗎？

聽眾：三十四、三十五，

羅公：三十四冊，第三百七十四頁，裏面有這段文字。我在那裏節錄出來的。這本書

好啊！

聽眾：1988年 10月 1 日。

羅公：佛成佛都是在人間成佛，如果報身佛就在摩醯首羅天成佛，即是色究竟天。

聽眾：色究竟天。

羅公：報身佛就在色究竟天，化身佛就在人間，後補佛就兜率天。那些字是巴利文字

來的，那些音，是巴利文的音，有些就譯了作英文。

聽眾：上了天就不會再跌落下來了，是嗎？

羅公：不是！

聽眾：還是會落的！

羅公：你上非想非非想天，生完之後，壽命很多劫的，幾百劫，在那裏死，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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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跟住就起一個中有了，起個中有，看看你生天之前的業力，如果你的業力

是做狗的，它撲下去像狗差不多樣，就走來投狗胎了，如果你的業力是做和尚

的，你個中有就像人差不多樣，你就出來世做人，投胎之後做了人之後，他就

出家。

聽眾：即是在上面不能修成佛了？

羅公：它無所謂上面，無色界無 space 的，無空間的，即是無界線的，無的。不

是！幾百劫的，普通壽命五百劫左右。

聽眾：這樣豈不是生在兜率天更加好？

羅公：什麼？

聽眾：生在兜率天，見到彌勒就可以不退轉，你不會退轉嘛！

羅公：生兜率天就見到彌勒，如果你們肯持十善的，你們座上一路在這裡聽完一部經

的，一定生兜率的，因為我所講的都是彌勒的經來的，一定生的。不過問題是

你那七支戒守就得了，身三語四，身體三、三條，殺、盜、淫，語四就講話，

妄語、惡口、什麼？

聽眾：兩舌。

羅公：綺語、兩舌，四種，身三語四好容易，你如果是居士，你娶老婆不算淫的，如

果你在的社會是可以娶四個老婆，你就娶四個老婆都不算，娶到第五個就叫做

犯淫戒。是嗎？你娶四個都不算淫的，有些回教國是這樣的。

所謂戒殺者，沒有說你吃塊豬肉行不行，沒有這樣的事。你不要殺，你不要 豬劏

來吃就行，是嗎？換言之，即是人家賣臘肉，你買塊臘肉來吃都沒有什麼所謂的，是

嗎？別人請你吃飯，吃扣肉，你就吃兩塊，沒有所謂的，買 ，雪雞髀，買隻雪雞來餸

食，沒有什麼所謂，你不是想殺它的，成隻雞在那裏就不要搞，我不吃了，因為何

解？

這個世界與舊時印度社會不同，這個世界譬如畜牧它是一種企業來的，養了一千

隻牛，除了生牛仔之外，一年要 五百隻的，它是個企業來的，你說大家不殺，不要劏

這個企業，你不要，別人要的，別人一樣要 的，是嗎？老實講，而是牠做得畜生就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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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預備被別人 了。被人 就快快趣趣轉運，你明白嗎？所以有些人說，碰這些肉都劏 劏

不行，要吃齋，這些正蠢人！哪用那麼蠢？有些人吃東西，嘿！我食吃齋的，你這些

有肉的。

同在飯鍋焗都說不行，這些是那些無知識的婆媽，站在人家背後替人裝飯的那種

人，後來就吃齋就變成這樣的，如果真正是有知識的人哪會做這些事，我就說這樣講

了，因為這個世界不同了，你說我全部絕對的不殺，那樣你就連菜都不要吃，你吃一

棵菜起碼要殺了一千幾百蟲，一棵菜，你一噴那些 DDT，一列菜，噴一次DDT，幾

萬蟲都死了，你不要吃菜吧，是嗎？

你飲水，你不消毒你敢飲嗎？消一消毒，多少生命死了？即是不殺生即是不要傷

害你的慈悲心，就這樣解，是嗎？如果你說這樣都不行，那你就連水也不要飲，死了

他，最好死了他。是嗎？所以一個人要有腦，要變通，要有理智，理智就是般若，般

若。不要緊的，你身三語四，你們，最緊要你不要罵彌勒菩薩，不要罵釋迦佛，你就

一定生〔兜率〕。

聽眾：兜率天的內院、外院有什麼分別？解釋一下。

羅公：你們，你生就一定生內院。

聽眾：何解？

羅公：你懂得教理，那些不懂得教理的人，蒙查查(糊塗)的人就去外院。

聽眾：有什麼分別？

羅公：彌勒菩薩住在內院，他的內院、外院不是一個廳、一個房那樣解的，好似外院

就猶如什麼？譬如中國，內院就是北京城，外院有些，好像北京城裡有些老遠

的，無雷公那麼遠的，那些即是沒有什麼的，像我們那樣，即是兜率天有些很

文明的地方，有些是不很文明的地方，生在內院即是生在文明的地方，你生在

做人都是的，做人不是很好的，你做人做到出世就做美國公民、加拿大公民，

就一定是好的，是嗎？在這幾個國家是最好的，美國公民、加拿大公民、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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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澳洲的公民，這些是最好的，那些生在非洲，那個誰？阿敏，那個黑

人，生在他那裏就死了！

聽眾：埃塞俄比亞。

羅公：那是地獄來的，那些是人間地獄。你生在越南，遇著什麼？剛剛遇著怒海奔

逃，是嗎？剛剛遇到那裡，就是地獄，去到船上幾天沒有得吃，你食我，食

人，早先不就是食人？那些就是地獄，地獄不是一定要在地下，地下裡面是什

麼來的？地下裡面是火來的，是熔岩的火來的，那裏有獄在那裏？所謂地獄

者，那些最悲慘的東西。

聽眾：這樣那個外院是不是見不到彌勒佛？

羅公：不是說一定見不到的，即是沒有得親近那樣解，因為彌勒佛到處都會去的，是

嗎？譬如你去到，你以為你生在倫敦就見到英女王，你生在蘇格蘭、愛爾蘭的

邊境有時英女皇都會去一下的，不過沒有得親近而已。

聽眾：生外院那個時間過了就會又走下來嗎？

羅公：內院也一樣落的。

聽眾：什麼？

羅公：內院也一樣落的。不過內院你在那裏修行就精進，再生就未必生來我這裡，等

彌勒菩薩下生的時候，你然後才生人間。如果外院，都是時間都是一樣的，內

院、外院，不過外院到死的時候，你生在人間，或者你生在邊區之類，或者再

生高一層天，兜率天的外院都有人教化的，並不如那些人說的那樣。

聽眾：有人教化就不會落來，跟著彌勒學。

羅公：跟著彌勒一樣下來。

聽眾：都要落？

羅公：彌勒下來的時候你一定落的，是嗎？再下來有什麼所謂？譬如你問我，你下一

世去彌勒那裡好還是去淨土好？還是回來？我最好是第二世我無災無難再回來

做人，有空對大家講一下佛學不好嗎？走去天處坐在那裏做什麼？是嗎？所以

那些喇嘛都不想，不想生極樂世界的，他想轉生回來的，做人夠好了，你說

苦，苦就猶如做夢而已，是嗎？多少人苦過你？你，如果你修行好，人苦你未

必苦，大家同在一齊吃飯，人人吃得很滋味，遇著你就生胃癌的，多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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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食得不滋味，那些胃口很好的，他都不知幾好吃，他食一碗豆腐、豆腐

花，好過你食什麼的餅，在乎你的享受，不怕的，做人，你如果有大心的、有

大智慧的，你最好回來做人，你上兜率天，無人給你功德去做，只是日日走去

聽彌勒菩薩處聽，成日顧住聽的，彌勒菩薩會討厭這種人的，你明白嗎？你下

來，回來人間，彌勒菩薩就讚美你。

聽眾：你講開地獄，「上至有頂」，那個「有頂」是什麼？

羅公：「有頂」是非想非非想天。

聽眾：那個就是頂？

羅公：三界，又名叫做「三有」，是嗎？欲界叫做「欲有」，色界叫做「色有」；無

色界叫做「無色有」，無色界之頂，無色界四重天，無色界之頂，其實無色界

無 space 的，但他現在說，在理論上他就說有個頂那樣解而已，叫做「有

頂」，三有之頂。

聽眾：非想非非想。

羅公：對了。非想非非想是怎樣？那四層天是這樣的，平時你們入定，學入定，入

定，學入定是這樣，入定入到差不多的時候，那個心，好似一心不亂了，一心

不念就念佛而已，如果念佛只是念到一心不亂，很容易入了，入了無想天的。

一心不亂了，當你一心不亂的時候，你就會產生輕安，我不是講過了？

輕安起了之後你就入了初禪了，這一世裏面整天修初禪，每日入定都入了一種一

心不亂的，血氣很安和的那種境界，這樣能不能成佛？你這樣永不能成佛的，不然那

些人現在整天一味去參，參就可以，參就會參出成佛。如果一味坐就不會，永不能成

佛的，「磨磚不能成鏡，坐禪不能成佛」。是嗎？禪宗自己都是這樣講。

初禪，入了初禪之後，如果你不斷地練習初禪，你死了之後，你整天那些初禪的

習氣就熏了進去了，成為種子了，你死了之後一定是優先生初禪天，除非你作惡拖

住，如果你又修那七支，身三語四，不作惡的，死了之後一定是優先生初禪天，這樣

你生初禪天，生初禪天，一生出來，到你在初禪死了，死了之後，如果初禪天你整天

入定，沒有什麼機會給你修行的，多數死了之後就會落人間多，如果繼續修行就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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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三禪都不定。如果再回來人間，你都沒有學佛法，沒有修觀的，你回來人間又是

懵懵懂懂地修仙，變成了先天道那種人，那些什麼道長的那種，下一世一樣是不識

的，因為沒有種子，等於你影相沒有菲林(膠卷)影了下去了，搞不出東西的，是嗎？

就是了。

如果你說，你回來都好，做一世道長又修，又修得更好些，就上第二禪，或者你

第二禪繼續修，升第三禪。如果修第三禪，死了之後又生第三禪天了，生那些什麼？

少光天、無量光天那些，都繼續修，第四禪了，如果你修第四禪到死之後，就生第四

禪天，第四禪天兩種了，一種就生去那個什麼？色究竟天，「究竟」者，他譯得不

好，這究竟即是 final 那個字，色界之中那個最 final 的那個天，就是色究竟天。色究

竟天有個天王，有個天王，初禪天有個天王，大概初禪天的天王與那個天主教的天主

差不多，祂初初的時候沒有人類，祂打發人類來生在人間的。

色究竟天天王比初禪天王更加高級，更加長命，色究竟天天王叫做摩醯首羅

天，Mahe varaś ，那個天王，初禪天的天王就叫做 Brahma，梵天，Brahma，大梵

天，Mah -brahmanā 。Mah -brahmanā 又叫做 brahman，這個，色究竟天你看

看，看到嗎？它用那個巴利文 Mahissara，如果梵文 Mahe varaś ， (摩醯首羅

天)，Mahe 即是大， varaś 就自在，聽不聽到？

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就是現在那些大間的摩羅廟，你入了摩羅廟，我講給你聽，

那些印度教的，有些摩羅廟就安了個大梵天王的，有些摩羅廟就安了個大自在天的，

那個大自在天是怎樣的？三個頭，六隻手臂，我不記得六隻還是幾多隻了，那個頭不

同色的，這個三面佛，不是佛，大梵天王那個就是四面的，那個是三面的，大自在

天，就騎在一隻牛上面，一隻白牛，那個摩醯首羅天騎在一隻牛上面，他認為這個世

界我最尊。

我的權力是絕對的， varaś ，自在，我要怎樣就怎樣，那個大自在天，這個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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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主宰，那個壽命很長的，如果你生在大自在天，到你完，再返下來的時候，這個

世界已經壞了幾次了，沒有了，你想找你的母親也找不到了，你都不知道她去了那

裡，大自在天。如果你生在大自在天，就被大自在天教化你了，是印度教的那些思

想，這樣大自在天裏面，佛教徒又怎樣？佛教徒在裏面又怎樣？講完它，如果你修第

四禪，就是生大自在天，最高的大自在天。如果你說我不生得大自在天，還差一些，

你怎樣？

你可以生「善現天」、「善見天」這些，如果你是，又有另外一種人的，沒有佛

法的，沒有的，這些天沒有佛法的，但有一層天是有佛法的，他這裏沒有整，「廣果

天」那裡，「廣果天」那裡，裏面就有一個地方，就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叫做

「淨居天」，「淨居天」，那種人是什麼人？修行、修小乘，修到預流果，第三果，

快要得第四果了，得第四果就成阿羅漢了，或者修到他已經將近得第四果了，這樣他

不能了結這個凡夫的身的，不了結，是聖人，不了結的聖人，都有低級的聖人還有身

的，他死了之後還要生那裏？生天，生天什麼？

「欲界天」他生不得，因為他沒有了男女的情慾，不能生欲界天，於是生色界

天，生色界天怎樣？別的色界天是沒有佛法的，沒有人修行的，他要再生一個有人修

行之處，專門給那一類人修行，那些已經第三果的，快要成阿羅漢的人，但還未成的

那些人，那種人，那個天「廣果天」裡有一幅地方給那班人住的。

他自己變起的，那裡叫做「淨居天」，那些人在那裏修行成阿羅漢入涅槃了，那

裡「淨居天」，他要找功德做又怎樣？他有時有佛出世，他走下來幫一下佛、供養一

下佛，都可以的。其餘沒有什麼大用的，「淨居天」，這樣都是第四禪。還有一些第

四禪又有些，第四禪又有些，平時你們修定的時候要小心，有一種人最蠢才：我修到

一些東西都沒有想的，完全無想的，你那樣死症了！那你熏了那些無想到種子，你死

了之後就生什麼天？任你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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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無想天。

羅公：無想天，壽命五百劫，你個地球都壞了起碼五百次，你然後才出定，即是將你

好像做電影，那些科學可以將死了的人雪藏，藏幾多萬年又可以重新再生，那

時就真是了，幾多萬年你就在那裡出定了。這樣在無想天出定，你又要再下

來，看看你落第二層天，是嗎？或者你落人間，這樣你白白花了五百劫，你明

不明白？

你不如將那五百劫做功德？修行？你修行修多五百劫就很好了！你走去雪藏在冷

房冷凍，凍結了五百劫，你說這種人幾可憐？這樣哪些人生？你整日修定不修慧，有

些人蠢材：我整日修定的，我不用看經的，死了！他生無想天了。有種人整日向人誇

口的：我入定什麼都不想的。做什麼？所以六祖見到什麼都不想的人就罵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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