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寫個足字，這個形只是聲音來的，即是表示那隻腳，那隻腳腳踏過的地

方，那個腳印叫做「跡」，聽不聽得明白？即足就是腳，亦字讀歪一些就是「跡」，

「跡」。一邊是形，一邊是聲，這種叫做形聲字。如果你寫撐艇，撐這隻艇，這個是

卓字來的，讀音是卓，整個字就應該這樣寫的，這個卓字，簡寫就寫成這樣，這是簡

寫的，寫成這樣，那個卓字怎樣的？

你看看，好像一路撐過去那樣，即是找一支東西一路撐過去，好像划船那樣，好

似坐艇或者坐木筏用一支竹一路撐，一路撐，撐過去就叫做卓，上面加個亦字這個是

聲音，這個就表示意義了，撐過去的，我們撐過去，或者好像走過去的就好像有個痕

「跡」，所以叫做「跡」。兩個「跡」字是通用的。

你說教細路哥讀書，他這樣聽他就識得了。「跡」字何解通用呢？是嗎？如果是

死記，這樣就死了！這樣又可以，那樣又可以就死了！一個兩個就容易記，一百幾十

個他怎樣記？但是你一解給他聽就不用記的，是嗎？所以我最不贊成別人靠記，不用

記的，我什麼全部都不記，但是我記了很多東西，就是因為不用記，所以才記得多。

是呀！人是這樣的，你不用記，你自然就記得多，你越想記就越記得不多，所以

美國有一個，你們很多在美洲做人，你們很多人，青年人，美國有一個，前幾十年，

現在仍然很偉大的，一位大哲學家，叫做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有無看過

資料？John Dewey，杜威，不是競選總統的那個杜威，這個在 Columbia大學教書

的，(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中國的胡適之他們都在那裏學習

的，Columbia。

這樣，杜威有一句話，杜威是最講實際的，所以他杜威的那派哲學叫做實用主

義，又叫做實驗主義，什麼都講實用，他說沒有實用的東西幾乎都是無用的，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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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一定是有實用的，叫做實用主義。但是他的實用主義就什麼都講實際的，不過他

有又一句話，他說，一個人太講實際的時候，他就會變成不實際了，你記住，太講實

際的，他就會變成不實際，明不明白？太講實際的人他會不實際的，實際過頭他就變

不實際了。

實際過頭他就變沒有遠見了，明不明白？樣樣錙銖計較，他這種人會怎樣？發不

到大財，太不實際固然不可以，太實際也不行。只有我們中國人最聰明，中國人知道

什麼？物極必反，一種東西發展到極端的時候，就會得到相反的效果了。好了，我現

在講回「本門」、「跡門」，「本」就是根本，「跡」就是化跡，怎樣叫做根「化

跡」？用來教化眾生的痕跡。

不是根本來的，聽不聽得明白？即是說根本，「本」即是真實的，這個「跡」即

是什麼？即是權宜的，是嗎？一權一實而已！「本門」、「跡門」是怎樣呢？佛教化

眾生的時候，佛的真身就是法身，這是根本的，佛的身是根本的，但是佛為了要化度

眾生，有時他化成一個菩薩身，有時會化成一個凡夫身，甚至有時化作禽獸身。

譬如釋迦牟尼佛過去曾經化身做猴子，有這樣的事。這樣即是「化跡」來的，根

本就是佛身，其餘那些是「化跡」，這樣他說，《法華經》一部書總共有二十八品，

即是二十八個 chapter，廿八品，廿八品就可以分作兩段，分作兩段，前面十四品；

後面十四品，後面的十四品主要就是講佛的本身的，就叫做「本門」。

即是後面的十四品所講的道理是「本門」的道理，前的十四品所講的道理是「跡

門」的道理來的。一部《法華經》分為「本」、「跡」二門，何解《法華經》要分

「本」、「跡」二門？因為佛法分開「本」、「跡」二門，所以《法華經》的亦分

「本」、「跡」兩門。這樣就「本」、「跡」明白了。

「本」、「跡」，天台宗的人將「本」、「跡」，佛教化眾生分為「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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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門」，即是兩種方式，佛教化眾生用兩種方式，一種是「本門」的方式，一種是

「跡門」的方式，於是天台宗的人就把「本」、「跡」二門就分成四句了。即是分作

四個 category，四個 category，即是分作四個範疇。哪四個範疇呢？第一個範疇，

佛教化眾生這四門，不只佛是這樣，那些菩薩，入了地的菩薩也是一樣的。佛與入了

地的菩薩都是用這兩門來教化眾生，「本門」、「跡門」。

教化的時候有時就這樣，「本高跡下」，根本就是很高的，但是他「化跡」是很

下的，很低的，譬如他本來這樣，觀世音菩薩本來已經成了佛，他叫做正法明如來，

但是他現在化身為一個觀世音菩薩，這是「跡」，「本」就是正法明如來，他現在在

這裡做阿彌陀佛的助手，這個是「跡」，「本」是高，是佛，現在「跡」就低了，他

做助手而已。「本高跡下」。

譬如有一個人本來他是地上菩薩來的，但現在他在世間上好像一個生蝨子的和

尚，看到都不開胃的，周身蝨子的和尚，原來他是地上菩薩轉世過來的，他就怎樣？

「本」就高，但「跡」就下，還有一些，你一味念觀世音菩薩，你剛好搭船時遇上沉

船，沉船時遇到一條大魚游到你那裏，將你浮起來，這條魚是畜生來的，但是他這個

是化身的觀音菩薩，「本高跡下」，明白了嗎？佛，「本」就是佛，他的「跡」或者

是菩薩，甚至畜牲，「本高跡下」。本身是菩薩，「本」是地上菩薩，但是他化成一

個乞兒，或者甚至化成一隻猴子，馬騮，「本高跡下」，明不明白？「本高跡下」。

第一句，第一個 category(範疇)，佛家的「句」字譯做 category，category不是當

「類」那樣解的，間格，格。

第二個，第二句「本下跡高」，例如怎樣？你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人，你不過是

初地、二地的小菩薩，但是你為了化度眾生，你有一些神通，你現成一個佛的樣子，

現出佛身，等人家來見到你，頂禮見佛，「本」下，但他「跡」高。你一懂得它這種

道理，所以天台宗的人對於那些西藏喇嘛，又說什麼活佛等等的，他一套進這個

「本」「跡」兩門裡面，他都不信你的。講完這個「本高跡下」，你一會提我講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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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所謂喇嘛活佛的批評。「本下跡高」明白了？第三種，「本跡俱高」，本又高跡

又高，例如什麼？

有些菩薩，有些佛本來他是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同時他來到娑婆世界又現

了一個化佛出來，大家都是佛，平等的，「本跡俱高」，地上菩薩他現地上菩薩的

身，即是平等的身，「本」的分量就是這麼重，「跡」也是這麼重，就是「本跡俱

高」，即是同一樣那麼高，「本跡俱高」，佛，佛，佛化回佛，都是高的。第四，這

句我寫錯，四，他本身是菩薩，但是他化身也是化菩薩，大家都是下的，不是佛的，

「本跡俱下」，四句。所謂「本跡二門化眾生」就是分成四句，「本」就是他的本

身，「跡」就是他化的。

你如果懂得它這種道理，那些天台宗的人批評那些西藏人，修密宗的甚麼活佛，

又某某佛那些，它一套進這四個句裏面，你就好像沒有得遁形那樣，是嗎？如果那個

佛，你見到那個佛是佛現的，他那個佛出來現成一個喇嘛投生那樣，那就「本高跡

下」囉！很平常的，本來固有之的！你以為西藏是特別的嗎？到處都有的！

譬如你說，譬如有些人說，蓮池大師是阿彌陀佛化身，「本」是高了，但「跡」

是下，「本高跡下」，很平常，你同我講他如何如何，你對他講，覺得很驚奇，這個

法師是阿彌陀佛化身，這個又如此這般，如果是天台宗的法師看來， ！這不過即是唓

「本高跡下」，這個人很出奇嗎？隨處都有，時時都有的！即是他們看得很平常的。

你說宗喀巴(1357－1419)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他們聽到之後：是，如果他是真是文

殊菩薩化身，都有這個道理的，這個「本高跡下」而已！你班人就很驚奇，他就說不

過是這樣而已！是嗎？

即是你讀多些，你就不覺得他出奇。第二，有些人「本下跡高」的，就怎樣？譬

如他在這裏修法，譬如我修觀音菩薩法，觀想我自己變成觀音菩薩，當我集中精神的

時候，有些人，有些眼裏會見鬼神的，一眼望下去就會見到整個觀音菩薩的，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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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鬼，你超渡那些鬼的時候，你修四臂觀音法的時候，那些鬼見到你，譬如你陳芷

君修，見不到陳芷君的，見到四臂觀音在那裡的。

他施食的時候，他拿著七粒米就行了，觀想這七粒米就可以變成無量的衣服，無

量的東西，一撒出去就好像布滿無量的衣服、寶物，那些鬼，成千上萬的鬼就個個攬

一大堆走人，那些是什麼？那是和尚一個，法師一個，是嗎？那些鬼就見到你是觀音

菩薩。是嗎？

這是什麼？「本」，不是！「本」就下了，但你的「跡」高。「本下跡高」。譬

如他們說，某一個阿闍黎很厲害，如何如何，他修起法上來，那些人見到他是整個觀

音的樣子。這很平常，他「本下跡高」而已，都不知講了過千年了，識了些這樣的東

西，有什麼出奇？

他就說你即是少見多怪。「本跡俱高」我們這些是看不到的，「本跡俱高」，佛

化回佛，好像釋迦佛那樣，他說：我在多少劫之前我已經成佛，我為某某如來，那些

叫做「本跡俱高」，原來釋迦佛是「跡」來的，他那個「本」，其實那個「本」，那

個真正的「本」是真如法身，是無相的嘛！

其實報身、化身都是「跡」，不過「跡」之中，那個報身的「跡」就是「本」，

化身就是「跡」，化身之中的釋迦牟尼是「本」，其他那些化成和尚化成什麼的又是

「跡」，「跡」中又有「本」有「跡」，聽不聽得明白？「本跡俱下」，這些是，我

個喇嘛轉生又成回另一個喇嘛，那就是「本跡俱下」，有什麼奇怪？你什麼都可以，

你化眾生，全部套進你這四個範疇裏面，就全部包括了。這是天台宗，天台宗就圓

融。

聽眾：羅教授，可不可以再講第四句何解？再講一講，第四我不是很清楚。「本跡俱

下」，菩薩化身菩薩，菩薩做回菩薩，他不化作比他更高級的佛，「本跡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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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很多人不要第四句的。講的來……

聽眾：羅教授，以我們所知，除了釋迦無牟尼佛以佛化身，其他的佛多數以菩薩身來

化成眾生。

羅公：釋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在佛教來講，其他的佛來都是化身。

聽眾：為何不化身佛？菩薩與我們眾生的緣比較……

羅公：他不化佛身，化佛身令你容易在座上見到某個佛，他派菩薩來，他自己不化。

聽眾：原因？為什麼他不化？我自己的感覺是佛很難接近的，菩薩就比較近眾生。

羅公：不是！菩薩有三種菩薩，一種叫做法身菩薩，已經成了佛，證得法身的，乘願

再來，所謂乘願再來，那些是真正的乘願再來，再見現菩薩身來到化眾生，觀

音、文殊、普賢、這些就是了，彌勒都未夠得上。

第二種菩薩就是地上菩薩，已經見了道又未成佛，還是在十地裏修行，例如怎

樣？彌勒菩薩就十地頂了，後補成佛的，無著、龍樹，無著那些都是初地菩薩，這些

之類；還有一些叫做地前菩薩了，已經發了大菩提心，還未見道的；如果你是已經發

了菩提心的時候，你就是地前菩薩，地前菩薩。所以不要自己軟弱，自己就是菩薩。

譬如這樣，見到那些鬼呀神等等，我哪用拜你？我是一個地前菩薩，你如果不識，你

走來敬禮一下我，求一下知，是嗎？如果你不求，你搞我，我已經發了菩提心的人，

我一念佛，佛就加被我，你不能埋我的身，所以你不用怕，什麼風水不好的，你去

住，你無事，你走了就有問題。

聽眾：何解？有些人也是修行，但是他去那些地方住又覺得不舒服，又這又那的，那

又是什麼原因？

羅公：他就是功行未夠。

聽眾：功行未夠。

羅公：是嗎？功行未夠。這樣，有些人是功行未夠，功行未夠而又故意鬥氣的，那些

就更加被鬼搞他了。

聽眾：怎樣故意鬥氣？

羅公：他不是真是發菩提心的菩薩，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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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哦！

羅公：發了菩提心，不只是發心就了事，你還要修行的，發了心，正在修行的，鬼神

那裡能搞你？不能搞你的，一定搞不到的。

你說，我要故意與你鬥，如果你是一個真菩薩，你無謂找這些事來搞，與它鬥幹

什麼？你說我要降服它就行，這樣就可以，到它發惡來搞你，你要有兩度板斧來對付

它才行，你講這些很容易，你修過密宗，密宗法就可以了，是嗎？修密宗法，譬如你

是什麼？這裏最壞的，最多鬼的，我可以坐在這裡觀想，觀想我是四臂觀音，觀想有

三種觀法，一種，那個觀音在前面對住你，第二種，那個觀音坐在你頭頂，第三種自

己變成觀音，忘記了自己是凡人，我是觀音，我的心與觀音的心是一樣的，一切塵俗

觀念我全部沒有的，與觀音一樣的，表現一個身是與觀音一樣的，自己的力量還不

夠，還不夠就還請觀音菩薩入我，我已經變成了觀音了，還要請一個真觀音入我，這

即是我與真的觀音無異無別。

聽眾：一體。

羅公：是，一體，時時保持清淨心在那裡。

聽眾：何解那麼多觀音，千手千眼觀音你又不觀想，你要觀想四臂觀音呢？什麼理由

呢？

羅公：他這樣的，現在普通的觀音，現在普通的觀音就是，一個就是在中國人來講是

千手千眼觀音，一個就準提觀音。

聽眾：準提也是觀音來的？

羅公： 準提即是準提觀音來的。

聽眾：哦。

羅公：一個就是白衣觀音，白衣觀音就中國以外無，中國、日本就有，日本人都不多

信的。不知為什麼著白衫？不知何解。那個來歷就好多人的講法都不同，這

樣，即是有準提觀音，有千手千眼觀音，還有一個普通的觀音，那個觀音是一

個男子，你看敦煌畫冊，敦煌畫冊不是有個觀音像嗎？那個觀音就當時印度人

所信的，所拜的觀音，與我們敦煌畫冊裡的觀音差不多的。但是觀音有很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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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的，西藏人就最崇拜那個四臂觀音，他們認為四臂觀音是最適中，我問過

一位去西藏學習的法師，他說，為什麼說最適中呢？一個觀音，如果他變現成

女身，多隻眼，伸出十幾隻手臂的，那是準提觀音，這都是由基本的觀音，四

臂觀音起，那四臂觀音再伸出九百九十四隻手出來。

聽眾：千手了。

羅公：再加多十個頭，這樣就叫做千手千眼觀音了，一縮回去不又只是得四隻臂？他

說，如果縮到沒有臂，只有兩隻臂，都可以，不過這個就是普通的，一般化

的，正式在觀音報土裏面的觀音是應該四隻手臂的。

聽眾：那麼敦煌的那個都是四臂嗎？

羅公：敦煌有兩臂，有四臂，有呀！千手千眼觀音都有。

聽眾：哦！ 

聽眾：敦煌觀音是男的。

羅公：觀音是男不是女。

聽眾：我不記得多少隻臂。

羅公：兩隻臂亦是男，四隻臂的也是男，一千隻臂都是男，不是女，不過他亦可以化

為女身，不過普通的觀音，那些經裏面講的觀音都是男子，因為佛叫他做「善

男子」的嘛！如果他是女子就叫他做善女人啦！

聽眾：他四隻手是不是代表……

羅公：四隻手，我不明白，密宗有很多，我不識西藏文，我只是讀過五個月西藏文，

只是識拼音，就識得很簡單的文法，其餘都不識，所以我就不能夠講。不過我

問那些人，問他們去過西藏的人講的。另外我看那些法本的像，就這樣講，四

臂觀音他就是這個蓮花合掌，蓮花普通是八塊瓣的，八葉蓮花，我們有五隻手

指，是嗎？不是，十隻手指，一黐埋(合)起來，不就是九……

聽眾：八。

羅公：就八了，是嗎？

兩隻黐埋(合起)就八個，用來象徵蓮花，蓮花象徵最潔淨的，白色的蓮花，白色

的八葉蓮花，最潔淨的，象徵來的，那個印就叫做開敷八葉蓮花印，就是夾住一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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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有些像就直情就合起掌，夾住一個寶石，是這個色的，藍色的，藍寶石，透明的

藍寶石，那個叫做帝青，是帝釋頭頂的那顆寶石，是藍色的，是這樣的色，透明的，

帝青，夾一顆藍寶石，不知何解，我又不知，總之是夾一塊藍寶石。結做這樣的印，

左手，不是！

左臂下面，標一隻手出來，那隻手這樣，捻住那只手指，兩隻手指捻住一支蓮

花，捻住一枝蓮花，捻住一枝蓮花，蓮花上面，普通的，西藏喇嘛不知他怎樣，加油

加醬就不知道了，有一本經在那裡，蓮花上面放一本經在那裡，左手，即是很純潔清

淨的，右手就這樣，那隻手捻住一粒水晶的佛珠，一百零八粒的水晶佛珠，這兩隻

手，何解有隻手？這隻手，這隻手，這隻手就一定是了，這隻手就不是。這一隻手，

我不記得清楚，密宗主要分三部分，佛部、蓮花部、金剛部，佛部就代表大定，蓮花

部就代表大悲，金剛部代表大智，佛部，我不記得佛與蓮花是那一邊，我不記得。

佛部、蓮花部，不是，佛部，蓮花部、金剛部，對了！中間是佛部，這隻蓮花

部，這隻金剛部，好似是這樣，這隻手指用來搭而已，這三部代表佛的三部，觀音菩

薩的特性是慈悲，慈悲就用蓮花來代表最純潔，感情中最高的感情就謂之慈悲，他觀

音菩薩就是慈悲的代表，亦即是蓮花部的主，主子來的，所以觀音菩薩用蓮花部這隻

手就疊成一個寶珠，這個叫做寶珠印，如意寶珠，他是蓮花部的主人，所以他就這樣

了，他捻著那串佛珠，那串佛珠這樣捻住。普通的，東密那些人念觀音，用這樣來

念，我記得很辛苦，這隻手，我記得這樣慣 手勢，這隻手很辛苦。有些金剛部，普咗

通佛部就這樣，金剛部就這樣，不過普通都是用這個的，寶珠，我們供佛的時候，譬

如我們拿住一個金山橙，拿住一杯東西供佛，供佛我們這樣，這個是寶珠，是嗎？

這個是寶珠印，這個又是寶珠印，兩個寶珠印，這樣的，供佛的印，什麼都是這

樣，這些劉萬然就熟了，他修東密，修十八道，他會修很熟的，那個四臂觀音的身，

九百多隻出來，如果他伸十四隻臂出來，就變成十八臂了！是嗎？所以說他著中那

樣，而且西藏的人很奇的，西藏人修觀音法，見到的觀音都是見到四隻臂的。中國

人，除非你認真修密宗的法，否則見到的觀音都是白衣觀音多的，不知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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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有鰲魚觀音呢？

羅公：什麼？

聽眾：有鰲魚觀音。

羅公：站在魚上面的，總之觀音多數了不得的。

聽眾：我想他化一個身去救人就是一個像。

羅公：還有送子觀音都有，抱住個細路哥。

聽眾：我想這個是民間，即是或者那個人想孩子，夢見觀音菩薩送小孩，所以就出來

一個觀音送子的像了。民間的可能。

羅公：是，可能的，有人這樣講，日本人，有個日本人寫了一篇文章，他這樣講，他

姑妄言之，你又姑妄聽之就好了，他說，觀音明明是男子，為什麼那些人整成

他女人那樣？

他說這些大概是自元朝，即是南宋之後的事，北宋以前，觀音都是男子來的，都

是畫男子來的。南宋之後，那些人就把他畫成女子形了，何解呢？他這個真是姑妄言

之了，我是不很是信，不過，你知道，有時那些學者講話是很離譜的，但是極離譜都

有些證據的，他說中國是南宋的時候，北面是遼，中國沒有得統一的，黃河以北就是

遼國，南邊，即是秦嶺以北是遼國，秦嶺以南，甚至長江以南是宋，宋朝，遼國就統

一了中國的北方，有一位教做遼太宗，遼太宗姓耶律，耶律德光(902－947)， 我的

兒子叫做德光，拿了他的名。

耶律德光(應是耶律洪基(1032－1101)娶蕭觀音)，這是遼國的皇帝，遼國皇帝就

娶丞相女做老婆，後來做了皇后，說是遼國差唔多最美麗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觀

音，這個人最崇拜觀音菩薩的，而且又很慈祥，很慈悲的這個人，她的名字又叫做觀

音，他父親姓蕭，蕭丞相的女叫做蕭觀音(1040－1075)，但是她雖然是這麼信觀

音，但是她的行為就冶蕩的，就像武則天那一類的很冶蕩的，是一個很淫蕩的女子。

她有一本集，那些詩真是好，讀她的詩出來，現代的所謂才女都及不上她，都及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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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蕭觀音。

這樣她，你知道，那個皇帝有很多妃嬪的，有些妃嬪與她爭寵，到她老一些的時

候就漸漸失寵了，年紀大一些了，那些後生的就與她爭寵，他就分了他的寵愛給別

人，這樣她就很憤憤不平，憤憤不平，同時她又喜歡寫詩，歡喜作曲，歡喜聽曲，歌

曲，當時有個戲子姓趙的，叫做趙惟一，叫做趙惟一，她很喜歡看趙惟一唱戲，於是

與她爭寵的人就造出很多謠言，故意傳給皇帝知，說她與趙惟一有關係。

於是那個皇帝就派些人去暗中查察她，而他們那些包圍她的人，就買通查察她的

那些人，即那些包圍著她的人都是講她的閑話的，這樣，後來就說搜到她的證據，她

寫了一首詩，寫得很靚字的，寫在那把扇子上，就賜給趙惟一的，那些人在趙惟一家

裏搜了那把扇出來，裏面有首詩是那個皇后寫的，蕭觀音寫的，這樣寫的，寫了一句

東西，我不記得了，裡面有一句什麼？

「遺留」，還有兩個字我記不得了，我現在的記憶力不及舊時了，唯留「一片

月」，不知什麼唯留「一片月」。有一句這樣的詩，(《懷古》詩，宮中只數趙家

妝，敗雨殘雲誤漢王。唯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於是那些人搜了那把扇

子出來拿給皇帝看，你說她還不是與趙惟一好？

明明是「惟一」嘛！「惟」字、「一」字，還不是？這個耶律德光，這個皇帝都

是一知半解，根本他是遼國，遼國人來的，哦！那就是了，就叫人關起蕭觀音，就逮

捕了趙惟一，那個戲子。趙惟一這個戲子，那些人包圍住她的人就連審事的法官都買

通了，買通了，就打趙惟一，打到要趙惟一供出說與皇后有關係，然後就將這句詩呈

報給皇帝。

皇帝說將趙惟一凌遲處死，然後叫蕭觀音自己上吊死的。但是她未死之前就專門

救那些貧窮的人，那些貧苦的人甚至將她的樣子畫成觀音菩薩那樣，將她的樣子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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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在她死了之後，那些人民，那些民眾，尤其是那些窮人都將她的樣子畫出來，

她著白衣的，將她來拜。所以就有所謂白衣觀音是女兒形的，就是因為那些民眾紀念

蕭觀音。

是不是這樣就不得而知了。是嗎？我都說了，他就姑妄言之，你就姑妄聽之。是

嗎？講回這些，講了很多雜碎東西。講一段，講一段經，這些雜碎東西有時都很有用

的，尤其是「本門」、「跡門」你們知道，你們知道、了解之後，你可以再查一查

《佛學大辭典》看看有沒有，如果有，先不要講，差不了多遠的。

第一個譬喻：「善男子！如眩 人眼中所有眩 過患，遍計所執相當知亦爾。」瞖 瞖

他說善男子啊！好像有一個眼痛病的人，「眩 」，「眩」即是眼花，「 」者，那瞖 瞖

隻眼睛有些點，有些東西塞住叫做「 」，而那些「眩 」的人，那種「眩 」的過瞖 瞖 瞖

患，那種病，那種過患，本來眼睛是沒有病的，是嗎？

他有了「眩 過患」之後就見到的那些不好的東西了。一個人本來無病的，那雙瞖

眼睛看得很清楚的，這種很清楚的東西就用來代表什麼？「圓成實性」，記住，「圓

成實性」。如果你有了病就不同了，有了眼病就不同了，看東西就看不清楚了，這一

段用來譬如什麼？譬喻一個人著了迷，有我執、法執，著了迷，證那個真如就證不到

了。

因為他眼痛，就見到那些東西是沒有那種東西就見到那種東西了，我的眼望到空

中，沒有一堆毛那樣的東西的，我們偏偏見到一堆毛了，沒有一個輪，一個輪那樣

的，我們見到一個輪了。甚至到我們如果有黃疸病的人，本來天空是白色的，我們會

見到黃色的等等，這些這樣的形狀又毛又輪，一條條線那樣的，像現在那些什麼？飛

蚊症，你見到一堆蚊子飛過那樣的，根本就沒有蚊的。你們知不知道？見過那些飛蚊

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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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我都有。

羅公：很多人有的，身子虛就會有了。這些完全是由於你的眼睛有病，然後才起的，

這些見到那些一條毛，一個輪那些用來代表什麼？染污的「依他起性」了，染

污的「依他起性」即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家庭、子女，其實都是染污的

「依他起性」，我們見到。

我們沒有眼痛病的時候，根本你的家庭都沒有的，無所謂家庭，連這個我們所見

的世界都沒有的，這是清清淨淨的，這個真如性，這個勝義諦，就是因為我們有眼

病，就見到那些毛，見到一個球那些，這些毛、球就不是我們作出來的，確實見到

的，就代表「依他起性」，何解我們沒有那些卻見到那些？因為我們有病，這些病要

來代表什麼？「遍計所執性」，明不明白？過患、過患那種病，那種病就叫做「遍計

所執性」。如果我們除了「遍計所執性」，我們這樣就見不到有毛、有輪了。那時山

河大地日月星辰，我們見到的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的，所見到的是什麼？清清淨淨的

就是這個勝義諦相。這是圓成實性。

這個譬喻用三種東西來譬喻的，是嗎？三種東西譬喻，那種病用來譬如「遍計所

執性」，因病而見到的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不是你作的，但是

你確實見到有那樣的，那些是「依他起性」，不過是染污的「依他起性」。清淨的

「依他起性」他就沒有譬喻了。眼病除了之後，所見到的那些，這個是「圓成實性」

了，明不明白？

我再來一個譬喻講給你聽，譬如一個人發熱，見到又鬼又神，坐滿床口都是又鬼

又神在那裡，什麼都有，這時候他的病，他的熱病就是代表「遍計所執性」，是嗎？

他見到又鬼又神坐滿在那裡的，那些是「依他起性」，其實那些不是鬼神來的，他見

到白色的，他又說有鬼了。見到那裡有些東西……

-完-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