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倒一匙那麼多香水下去，卻倒整整幾杯阿摩尼亞下去，你嗅得到香水的味嗎？

嗅不到了。是嗎？只有尿餲味了。所以我們多生以來，都是那些「我執」、「法執」

種子不斷熏進去，那些我們的智慧，根本就不起作用。是嗎？好了，講到這裏，答

了，何解我們，正式答覆了，何解我們為什麼不能變起極樂世界？只能夠變這個娑婆

世界？這麼苦的世界？何解？

這個答案是什麼？那些「我執」、「法執」的習氣，即是前世不斷熏習的種子叫

做的「習氣」，那些習氣太強了，這些習氣只是刺激那些什麼？刺激那些娑婆世界的

壞種子，被它刺激到，為什麼會刺激到？

因為這些「我執」、「法執」的習氣整天推動我們作那些有煩惱的業，又再由那

些煩惱的業推動這個這樣的世界出來。歸根究底就是「我執」、「法執」。是嗎？如

果，如果你想變起極樂世界那一類的，可以！剷除你的「我執」、「法執」，是嗎？

釜底抽薪，這樣就行了。

所以最緊要就是什麼？智慧，最緊要 wisdom，沒有智慧，你整天拜佛都無用

的，這是真說話來的，但如果我這樣講真話，就倒了很多人的米，現在有很多人說拜

佛就了事了。是嗎？這樣，好了，他這裡譬喻什麼？他於是講了。那個水晶用來譬喻

什麼？譬喻「依他起性」，是嗎？無罪的，本來它又不紅，又不藍的，何解又見到紅

寶石那樣，又見到藍寶石那樣？

是因為那些染料染它而已！是嗎？那些染料來染，這是什麼？用來譬喻「我

執」、「法執」的習氣，是嗎？聽不聽得明白？你會快可以的了，他明白的，看到

的，誰很明白，誰很明白，你未追得上他，你來得少。你年紀大了，念佛就可以了，

是呀，別人念佛沒有那麼靈，你念佛會靈一些的，老人的心靜。那個水晶用來譬喻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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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性」？

聽眾：「依他起性」。

羅公：「依他起性」。「我執」、「法執」的習氣用來譬喻什麼？

譬喻染污，那些染青、染藍，染一個藍，或者染一下黃，用來譬喻那些習氣。那

個〔水晶〕染了之後就變成假的藍寶石，是嗎？其實假藍寶石是與水晶無關的，是你

這個蠢材以為它是藍寶石而已。是嗎？這個蠢材，這個蠢人就用來譬喻那個「遍計所

執性」那個「執」，是嗎？那個明明不是藍寶石來的，你看到它是藍寶石，這就是

「遍計所執」的「性」了。是嗎？

「遍計所執性」。四種了。是嗎？水晶譬喻「依他起性」，還差一種未講出來，

染色譬喻那些「我執」、「法執」習氣，是嗎？染了之後，令人迷迷惘惘以為它是真

東西，這個其實是假東西，這種假東西是用來譬喻「遍計所執性」，還差一個什麼

「性」？「圓成實性」，「圓成實性」是什麼？

「圓成實性」有兩個解釋，一個解，明了它這種根本就是假東西，那時你再不受

騙的時候，所看到的那種情景就是「圓成實性」。一個解；第二個解是怎樣？那個都

還未是，那個都可以叫做，即那個是無漏的「依他起性」而已，真正要到了解了，這

個水晶上根本就沒有假東西存在，了解到，了解到沒有假東西的水晶都不是實的，這

樣的那種境界就叫做「圓成實性」。這是第二個解釋。你猜是哪一個解？一定是第二

個，是嗎？聽不聽明白？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一看到就明白了。看第二個譬

喻，「善男子！譬如清淨頗胝迦寶，」識不識解？善男子啊！叫一聲他，即是好朋友

啊！

譬如有一個水晶，是嗎？「頗胝迦寶，若與青染色合，」「青」即是藍色，如果

與那些藍色的染料結合，「則似帝青、大青、末尼寶像；」這樣就好似「帝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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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青」者，彩藍色的叫做「帝青」色，帝青色即是彩藍色，你的衣服那些，起彩

的，彩藍色的那塊，帝青色，「大青」色，寶藍色，很深的寶藍色，有沒有寶藍色？

你們知道的，寶藍色，寶藍色，「帝青」，染深些就是寶藍了，淺色的就是「帝

青」，是嗎？「末尼寶像」；這個「像」者，指形狀，圓的就叫做珠，是嗎？方形

的、六角的就是寶石了，是嗎？

所以他用像、用珠，「末尼」就是人造珠，ma iṇ 人造珠，印度古代有些工匠很

了不起的，他用水晶將它來做造成一粒珠那樣，長長的一粒花生米那樣的，一粒珠那

樣，那粒珠裡面很光滑，他在裡面滲些東西下去，染色的，又青色的、藍色的等等，

令你看起來就像真東西一樣，其實是人造的。還有，那些望下去有很多影子的，這裡

有個佛像，望下去一映，見到有個佛像在這裡。所以這些珠就叫做摩尼珠，「摩尼

珠」者即是人造寶珠，明白嗎？比真珠更靚的。現在人造水晶比真水晶靚，信不信？

真水晶你去大陸公司，在香港一百八十左右就買到一串真水晶珠了，幾十粒了，

那些西方婦女用來戴，如果你買法國造的那些假水晶，我們說它假的，法國人說我這

些才是正好東西的水晶，crystal，他們叫它做 crystal的，法國那些水晶，那些西方

婦女要來做條鏈那些，那些不是真正，不是在山裡掘出來的那些，那些是人造的，比

那些掘出來的靚。

因為在山裡掘出來的那些有瑕疵的，裏面有水泡、有泡泡的，有點的，那些人造

的水晶清淨的，清淨的很靚的，法國的最靚了，在香港，一串珠，一百粒左右，一千

多元的，法國的人造水晶。你買中國的天然水晶 108粒，我買的那串，都被他搵老

襯（騙了），我女兒送一串給我，要一千元，還是賣佛經的，那些佛教徒賺錢賺得這

麼厲害的，一千銀七折都要七百元。原來走去大陸公司，賣三百元一串！這樣長的，

是嗎？

聽眾：沒有 108，法師那些才是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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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它也是 108粒，沒有都有六、七十粒。這樣，現在我去年走去看，在尖沙咀

那些，紫水晶、粉紅色的水晶、藍水晶，很便宜，三百元一串。

聽眾：假的。

羅公：什麼？不是假的！

聽眾：是真的。

羅公：我就情願戴假的更靚，有時人工造的，很多東西比天然的靚。

你們念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我們中國人的法師

就念「唵嘛呢叭咪吽」，當然是念錯的，梵文就，oṃ，不是讀「庵」的，oṃ，英文

沒有這個字音的，不是 ong，oṃ，ong 就 ong，不能夠拉長的，它這個是可

以，o ……ṃ ，可以拉長成分鐘都可以的，ong拉不到這麼長的，這個字發音是怎

樣？將 o字音，將 o字的音，好像讀 o音，那個 o字的音在鼻裏，那氣鼓到鼻子裡

出，那個口半開半合，那個口閉七開三，o ……ṃ ，發音 o字那樣，o ……ṃ ，那樣，

「庵」字這樣發音。o ……ṃ ，那個口好像一半子 n，半子 n，那氣在鼻子裡鼓出，發

o字的音，如果發 n字，on，就是 o ……ṃ ，合口，oṃ，好像細路哥食飯 o ……ṃ ，如

果讀 n，on，o n on，口就這樣張開，它不是，既不是像 n那樣開口，亦不是m那

樣合口，o ……ṃ ，衝上去，意思即是什麼？由我這裏與佛接觸，o ……ṃ ，那樣接

觸，好像電波那樣，走上去，這個 oṃ唵。ma iṇ 梵文就 o  ma iṃ ṇ，ma iṇ 就是這個

了，ma iṇ 嘛呢，寶珠了，padme叭咪呢？蓮花，hūṃ吽，一切功德、成就，就是

這樣而已！

真言：oṃ！我皈依佛了，佛加被我了！ma iṇ 好像人造寶珠一樣，樣樣都可以現

出來的，如意出現的，種種我所求的東西，padme我很清淨的，好像蓮花那樣清淨

的，hūṃ，一切功德都成就，佛加被我了！為什麼會靈？是這樣就靈了，不知怎樣

解。如果梵文就是這樣。如果是西藏人，你找些，你找些西藏喇嘛教你念六字大明

咒，鍾兆亮，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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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教你是不是「嗡嘛呢叭咪吽」的，是嗎？不是ma iṇ，是ma etṇ 的，何解？

因為它已經由又梵文變成西藏話了，現在那些蠢人以為西藏話才是正的，誰不知不

是，梵文不是這樣的。這樣，這樣豈不是不正？密宗要師傅教不正，要跟住他不正才

靈的，正就反而沒那麼不靈的，很巧的。總之師父教落，是這樣就可以了，密宗的東

西是這樣。

所以西藏人「嗡嘛呢叭咪吽」。我成日念六字大明咒的，你問我，你念什麼？我

就念「嗡嘛呢叭咪吽」的。即是師傅教是「嗡嘛呢叭咪吽」。這樣，西藏文 ma iṇ 讀

ma etṇ ，ma，manet，ma etṇ ，ma iṇ ，ma，ma，ni，ma iṇ 那些如意珠。「由

邪」，這樣假的，假的如意珠了，「由邪執取」，由於那些人蠢，起了不正確的見

解，「邪執」，不正確的見解，因為他有一種邪執，就「取」，「由邪執」，「取」

者認識，認識它，用一種不正確的知解，離譜的，因為這種邪執而起一種錯誤的認

識，他就錯了。

錯了你就好了！但是人很衰的，錯了他要讓別人一份的，他自己行了一條邪路，

就拉著別人行，「惑亂有情」。他大宣傳他那一套東西，他「惑亂有情」。他自己有

執，他當然自己以為是了不起，那個什麼？「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你們讀過《典

論·論文》，你們各位讀過了？曹丕，《典論 ·論文》，屋企有把爛掃把，「家有弊

帚」，「帚」即是掃把，「弊」的了，爛的了，「享之千金」，他都說值成千金的。

人是這樣的，尤其是那些讀書人，那些寒酸的讀書人，「家有弊帚，享之千

金」。這些是《儒林外史》裏面，有個迂腐到極的讀書人，叫做「權勿用」，你看他

的名字，已經很怪的，叫做權物用，這個權物用偷了別人的兩句詩，說是他自己作

的，讀書人很多是這樣的，偷了別人作的，古人有兩句詩，我都不知誰造的，總之不

是他造的，不是權物用造的，權物用未出世已經有這兩句詩了。

你們不妨念一下它，用來講笑都是好的，詩就不錯，我不記得在哪裏了，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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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都有講這個這樣的，不記得哪一本了，《儒林外史》講的，這個讀盧亦

得，讀（雷）又得，這個字，這個讀（雷）協韻就好些，「嚴霜烈日皆經過」，好像

冬天那樣，那些嚴霜，是嗎？很烈的日，夏天很熱的烈日我都已經嘗過了，現在應該

漸漸好了，「次第春風到草廬。」一路一路漸漸、漸漸春風到，百物生長了。宋朝的

人的詩。

那個權物用說是他自己作的，《儒林外史》說是他自己作的，《儒林外史》這本

書，你們青年人學中文的不可不看的這本書，裏面講很多迂腐的讀書人的那些迂腐的

事，揶揄到他一文不值的。你說這些讀書人有什麼用？現在佛教徒，「不敢妄為些子

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好了，這樣，「由邪執取」，說他由於邪執，就指執了，執

它什麼？

執它為真的「帝青」、真的「大青」、真的「末尼寶」，這個就是「遍計所執

性」了，不止他自己走，自己跌落水，他還把別人也拉下去，「惑亂有情」。「有

情」即是眾生，sattva即是眾生，他還搞亂了眾生的頭腦，這樣先舉出一個譬喻了。

舉完譬喻之後，後來佛就「開古」（開啟其意）了，不是，還繼續講兩個譬喻，「若

與赤染色合，則似」那個不是「以」字，是「似」字，「則似琥珀末尼寶像；由邪執

取琥珀末尼寶故，惑亂有情。」識解嗎？

若果，這個「赤」，印度人古代譯的那些經，說「赤」就不是真是指鮮紅色的，

是指那些什麼？深的橙紅色叫做「赤」的，譬喻佛著的那件衫，是深的橙色的，他就

說它是赤色的，即那些紅得緊要的，就變成了鮮紅了，稍為淡一些就變成好像是橙色

的。所以你觀佛像有一事，有一位西藏喇嘛對我講，我就問他，譬喻如果觀彌勒佛，

彌勒佛的，那個彌勒佛的相是紅色的，豈不是很恐怖？成臉都紅色的，血那樣色，豈

不是很恐怖？

他說，不是的，紅色不是這樣的，是金山橙，他拿著金山橙，是比它深一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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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紅色，即是好像現在有一種金，那些黃金，深得好像深咖啡色的黃金，這樣的色

的，彌勒佛的那塊臉紅是這樣紅法。即是紅得比較這些淺些，即是老金山橙，老樹金

山橙那樣的色，彌勒佛的那個紅色，如果是血淋淋那樣的色是恐怖的嘛！是嗎？

你們聽《解深密經》，你們念彌勒佛，會好靈的，你們念就特別靈的，別人求生

兜率天，沒有那麼容易，你們求生兜率天就很容易，帶著這本經上去，是呀！如果用

這些赤色的染料，赤色的染色結合，「則似琥珀」，是琥珀，黃色的就是琥珀了。現

在的琥珀也是，我有一串真的琥珀珠，不靚的，不靚的，但是那些假琥珀真是靚，假

琥珀。

那些外國的那些人造水晶做成琥珀色的，那些就真是靚到極！真琥珀不靚的，貴

的，很靚的真琥珀，得個貴字。「琥珀」與「末尼寶像」；你們有無用佛珠？用琥珀

珠？日本人最喜歡用，那些法師最喜歡用，那些法師掛在那裏的多數用琥珀珠的。那

些小和尚他不給你掛這些珠的，你掛這些珠的，師傅罵你的，快些除了它。

你入到佛寺裏面，見到那些法師，你頂禮向誰頂禮？這麼多法師難道你逐一磕頭

嗎？到對住那個掛著一串珠，掛著一串琥珀珠的就行了，因為那個是最，即是一間寺

的大和尚，大方丈才掛珠的，那些小和尚沒有資格掛珠的，現在有些人不懂，今天出

家，明天就快些找一串珠來掛著搖搖擺擺了。

那些人去到那些大間寺，好像杭州靈隱寺那些，人家趕走你的！不行的，階級很

森嚴的。「由邪執」，就執，由於他有邪執，就執以為它是真琥珀、真「末尼寶

故」，他自己執固然是沒有問題，他衰而已！他還在那裏大肆宣傳，「惑亂有情」。

這是第二個譬喻，一樣解的，「若與綠染色合，則似末羅羯多末尼寶像；」以及

「末尼寶像；」「由邪執取末羅羯多」與「末尼寶故，惑亂有情。」這個「末羅羯

多」是什麼？現在那些人找到了，即是你查英文字典，即是 Emerald，不是有條路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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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Emerald？有條街叫做 Emerald街，是嗎？我見過有一條街，不知在哪裡，叫做

Emerald Avenue，見過的。什麼叫做 emerald？

聽眾：綠寶石，青色的。

羅公：綠寶石，翡翠色的，最靚，比鑽石更靚，diamond都沒有它那麼靚，那些貴

族的那些戒指，透明的青綠色的，有沒有？

聽眾：未見過。

羅公：買一粒吧！是呀！幾靚的，一樣解，識解了？

「若與黃染色合，則似金像（了）；由邪執取真金像故，」由它「惑亂有情」

了。識解了？一識解你看多快？是嗎？好了，那就講完了。講完以後，一味講譬喻不

行的，講回正才行，講開「三性」的，「依他起性」等的。再拍合了，佛，佛講話的

文章很好的，以前我們教國文的老師教我們，我記得老師教我們，作文章有兩個方

法，兩個，兩個 formula套落去，一個就是什麼？「起承轉合」，一開首講幾句起

的話，「起」，講完之後就「承」返，承接上面大發議論，發到差不多的時候轉一

轉，生動一些做那一篇文章，然後就拍回起首那裡，「起承轉合」。

作文章的公式不外是「起承轉合」而已。另外一個方式，「籠反證斷」你們將來

寫演講詞都是這樣的，我試過一年，專門替主席寫演講辭，都是這樣套下去，他還說

很好，其實我是照小學教員的那個先生的講法，李漢魂的一篇，我就實薦去做編譯

了，……、謝天培兩個做，做什麼？

我 了碩士學位之後即刻就能做講師了，做了一年編譯，好了，你夠鐘。這樣，攞

主席室就整天要編譯，他明天去講！明天去講！明天就要！我們就開夜工替他寫，寫

了之後即刻打三個十字交叉送去，十字是十萬火急，在那件東西上打個十字，即是十

萬火急，打兩個十字就二十萬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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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即是急件。

羅公：急件，打三個就三十萬火急嘛！

聽眾：更加快。

羅公：什麼？

聽眾：更加快。

羅公：是，最快的，不敢的，那些人不敢拖時間，即刻送去，要負責的，寫省府的工

作報告，李漢魂去開臨時參議會，主席要報告，政務報告，我寫的，作的，我

哪裏知道這麼多東西！全部拿資料作的。中國就是這裏弊，資料什麼都是作

的。

聽眾：阿諛政治嘛！

羅公：是呀，其實他所講的，我也不知的，是作的，「籠」即是空空洞洞籠罩整條題

目，叫做「籠」，例如這樣，寫一篇叫做〈食飯論〉，你怎樣？「籠」了，先

不要講進去食飯，世界上人不吃飯是不行的，是嗎？不要講到吃飯，不吃東西

不行，吃東西有多種，是嗎？西方人食牛扒，食麵包，中國人的南方人就食

飯，北方人就食麵，如此這般，籠罩的。這樣，現在譬如現在我們廣東人食飯

的佔多數了。講到差不多上下就講完了。實際將食飯就反案來講，不食飯又可

以嗎？西方人不吃飯都這麼高大，發明了這麼多東西，我們食飯，食了成千

年，何嘗有什麼進步呢？那又怎樣？檢討一輪，「反」了，然後才在第三段

「證」了，是，沒有錯，西方人是這樣，我們中國人的體質怎樣，我們的傳統

又怎樣，很多東西造成都是吃飯，吃飯有吃飯的好處，「證」了。「斷」了，

所以結論就是，我們是南方中國人，而且南方都是出米的地方，如果個個都不

吃飯就影響國民經濟，所以我們非吃飯不可。「籠反證斷」識不識？你是法國

人寫法國文章也是一樣道理，美國人寫美國文章一樣道理，都是不出一個

formula，「籠反證斷」。

聽眾：羅先生，你那個「清淨頗胝迦寶」，這個是不是「圓成實性」？

羅公：不是，「清淨頗胝迦寶」是「依他起性」。

聽眾：清淨。

羅公：是這個 pure即是純正，這個「清淨」即是沒有顏色的，沒有顏色的，這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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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 pure，這個不是當「圓成實性」解的，下面他自己講出來。拍回來，下

面拍合：「如是，德本！如彼清淨頗胝迦上，所有染色相應；依他起相上，遍

計所執相言說習氣，當知亦爾。」我已經講過給你們聽了，是嗎？那個染色，

是嗎？即是習氣，「如是」，「如是」者即是這樣的，「如是」即是英文的

thus，thus，德本啊！叫一聲他，「德本！如彼清淨頗胝迦」（寶），好似

那塊透明的，沒有色的水晶一樣，那塊水晶上，

聽眾：漏了那個「寶」字，「如彼清淨頗胝迦」。

羅公：什麼？沒有那個「寶」字，砌夠四個字一句，是嗎？

「如彼清淨頗胝迦上」，所有的染色，染色工作，是嗎？你不加它就是 pure

的，清淨的，你一加就有問題了，即是如果沒有言說習氣，沒有那些「我執」、「法

執」的習氣種子，我們就沒有苦的人生、世界，所有的染色「相應」裡面是指什麼？

那些人就解了，有些人，我見有一個人解《解深密經》，將那個「相應」裏面講，講

了整課，都不是。

那個「相應」是什麼？結合。或者當有關，「如彼頗胝迦寶相應」，解什麼？解

染色相應，與那個染色發生關聯，聯繫，最好這一句，聯繫，連繫，識解嗎？連

繫，connection、connection，識解？如果那些染料它不與那塊水晶相聯合是騙不

到人的，一聯合了就有問題了。即是我們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會變起這個世界？

因為我們與那些「我執」、「法執」的習氣一聯合，一聯合的結果，我們變起這

個污濁的世界，這個污濁的世界就變成有出現的優先權了，明不明白？聽不聽得明

白？「如彼頗胝迦（寶）」上所有的「染色相應」；即與染色相連的聯繫，用這個聯

繫來譬喻那個習氣，是嗎？譬喻那個「我執」、「法執」習氣，「依他起相上」，

「依他起」就猶如那個「頗胝迦」相，「遍計所執相」的言說習氣，不是指「遍計所

執性」，是「遍計所執性」那些習氣，也是一樣，那些習氣將來一黐埋（結合），就

出現「遍計所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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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爾」。「亦爾」即是也是一樣。「亦爾」，「亦爾」，「爾」即是 same，

一樣。這樣即是說，「頗胝迦寶」之上的那種與染色的聯繫，就是用來代表那種「我

執」、「法執」的習氣，譬喻，第二了，「如彼清淨頗胝迦上，所有（那些）帝青、

大青，」這裡應該加一個「假」字的，假的「帝青」、假「大青」、假「琥珀」、假

的「末羅羯多」、假的「金」等邪執；這種邪執是什麼？

「依他起相」上的那種「遍計所執」的「相」的那種執，那種相的執，「當知亦

爾」。是嗎？何解不講「遍計所執相」？要講「遍計所執相」的執？因為「遍計所執

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它只是執那種「執」的存在而已。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

明白？文字？好了，即是說那種執，執它為真金，執它為真寶石的這種執，就是「遍

計所執相」的執了，是嗎？

他所執的，就說它是真東西了，其實不是真東西的，這個真的就是「遍計所執

性」了，聽不聽得明白？「如彼清淨頗胝迦寶；依他起相，當知亦爾。」猶如那些清

淨的、純粹的水晶一塊，用來譬喻什麼？「依他起相」了，「依他起相」也一樣，你

如果不染色，那件東西根本就沒有事，它的本質就是「圓成」，它的形狀叫做「依他

起性」，明白了？好了，再來，「圓成實性」是什麼？這裏難解一些，留意了，講完

這裡，今天就已經可以夠味了。

「如彼清淨頗胝迦上，所有帝青、大青，」「大青，琥珀、末羅羯多、真金等

相，於常常時，於恒恒時，無有真實、無自性性。」他說：「如彼清淨頗胝迦上」，

好似那塊，你聽不聽得明白？你，小女孩，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她又不恰眼瞓

（打瞌睡），她很了不起，是呀，她好純，將來她會好好的。好像那些純粹的水晶一

樣，好像純的水晶上面，所有那些什麼？真的「帝青」，這個真「帝青」了，真的

「大青」、真的「琥珀」、真的「末羅羯多」、「真（的）金等相」，有沒有？有沒

有？有沒有真的東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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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的，是嗎？不止現在無，「於常常時」，「常常時」，過去千年、萬年都沒

曾有過的，「恒恒時」，以後亦無的，那個假的水晶上，水晶就是水晶，以前未曾有

真金，以後亦不會有真金，即是說什麼？「依他起相」本身就無辜到極，它本身一向

都無所謂「遍計所執」的那些「我」、「法」，以後都不會有的，是我們夾硬執出來

的，「無有真實」，即是沒有真的，並不是，無真實存在的所謂真金與寶石，無真實

的存在，只有什麼？

只有一個「無自性性」，沒有它自己本身的那種情況在，那個「性」字當兩個解

法，一個就情況，state，state，那種情況，「無自性」的那種情況，第一個解，第

二個解是怎樣？由無自性，你了解了無自性之後，我們就會體會到它有個實質的存

在。沒有執它的自性的之後，那個實質的存在。如果這樣解，即這個是什麼？

兩個解了，一個就是「無有真實」，這個「無有真實」即是「無自性」的狀況，

這個「無自性」的狀況就是「圓成實性」，明不明白？即是這個「依他起相」根本就

沒有金存在，我們了解到沒有金存在的時候，我們無須扔了那塊水晶，知道水晶上無

金的，即是真實的狀況，那個就是「圓成實性」了。即是說什麼？我們不需要說沒有

了這個世界的，我們不執著這個世界就行了，是嗎？

我們無需要毀滅了我們的人生，我們不要沉迷我們的人生就行了。是嗎？換言

之，我們不用怎樣？我們在世界，如果做了大乘佛徒，根本就不需要出家，我們不執

著我們的人生就行了，大乘裡面不是很重視出家，第一個解就變成這樣了。第二個

解，沒有了金之後，知道是沒有東西的，「沒有」是一種什麼來的？是智慧來的，用

我們知道它沒有東西的那種智慧，體會這個水晶的實質，聽不聽得明白？

即是說我們知道這個人生，知道這個世界是如幻的，「空」的、「無自性」的，

將我們了解的無自性的這種智慧，用這種無自性的智慧我們去了解，知道這個世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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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無，何解？這個世界確實是有的，這個「依他起性」，但是，這個世界是污濁

的！污濁是你的事，你不要讓它污濁，污濁就是「我執」、「法執」，你不要起「我

執」、「法執」，這個世界自然就是「圓成實性」，是很美滿的，是極樂世界來的，

即是說，換言之我們不需要毀滅我們這個世界，我就要怎樣？

由這個世界是壞的，壞就壞在你們那些官僚政客與一班人的自私自利，沒有這班

自私自利的人，我們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很安和的世界，與西方極樂世界都所差無幾

的。壞就壞在我們有那種「我執」、「法執」的那種自私的心，西方極樂世界就是因

為它無自私的心，沒有那種東西，我們東方這個污濁世界就有這些東西。所以六祖，

六祖就極端一些，六祖這句話亦未必是他這樣講法，可能是後人記載：東方人有罪就

念佛求生西方，是嗎？

西方人有罪念佛求生何國？不用去的！即是說什麼？怎樣？那個阿彌陀佛不是在

西方，不用去西方找的，我的自性就是阿彌陀佛了。你說，我們不用去西方拜觀音菩

薩的，我們起一個慈悲心，慈悲即是觀音了，你現在起個慈悲心了，你就是見觀音

了！你現在起個貪、嗔、癡，你現在就落地獄了！貪、嗔、癡嘛！這就是落地獄了！

我現在起一個很公正的心，你現在就是上天堂了。

他是這樣的，這個即是兩種看法了，是嗎？這個世界無壞的，其實我們很應該這

樣看的，不用出家的，那用去出家？如果你多多執著去出家，搭起袈裟事更多而已！

無用的。如果你是平坦的，「君子坦蕩蕩」的，那個心是和平的，何需要出家？所以

六祖說不用的，他沒有叫人這麼多事的。

「心平何勞持戒」？連戒律都不用的，戒律都是多事，那二百幾條戒都是多事

的。心平就可以了，一句，一條戒就夠了，心和平，心地和平，平等，「心平何勞持

戒」。修禪，修禪都不用，「行直何用修禪」？一切都坦蕩蕩很平靜的，不要起偏

執，不用去修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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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的淵源就是這種，這種講法了。這即是，那塊「頗胝迦上」根本以往就沒有

過這個真金、寶石，以後亦不會有真金、寶石。當我們了解它這樣的時候，這個清淨

的「頗胝迦寶」對我們是無礙的，是嗎？礙就礙在我們把假的東西當作是真的就有

礙，當我們將真實狀況了解了，這個狀況是什麼？

那些假東西是無自性的，我們一了解後，當下就是「圓成實性」了，就這樣解，

這是第一個解。這是第一個解了！第二個解是怎樣？知道它沒有了，就要用我們的智

慧去知，用我們這個智慧去體會這個「清淨頗胝迦寶」，知道這個「頗胝迦寶」都是

無自性的，那時，那時就正式，正式勝義諦了，真如了，那個叫做「圓成實性」。這

是第二個解，你取第一個還是取第二個？

聽眾：我取第二個。

羅公：我都是取第二個。

聽眾：解到無自性。

羅公：智慧所顯露出就不是空的性，那個「性」就不是空的。

這樣，繼續做了，「即依他起相上，由遍計所執相，於常常時、於恒恒時，無有

真實、無自性性；圓成實相，當知亦爾。」識解嗎？再拍合了。「即依他起相」，

「依他起相」的那個水晶，好似這個世界，這個世界裡面，我們執著就以為，由於我

們怎樣？「遍計所執性」，所以我們要知道什麼？這個世界本來就是清淨的，何解說

它清淨？什麼理由說它清淨？

由於所謂「遍計所執相」過去無的，根本就沒有的，不存在的，我們執出來的，

沒有客觀性的存在。「於恒恒時」，以後亦不會有的，「無有真實」的，我們了解這

種情況，「無有真實」，「無有真實」的那種「無自性」的那種情形，這個「性」字

當「情況」解，無自性的情況，「圓成實相，當知亦爾」。這個就要來譬喻「圓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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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了。這是第一個解。

第二個解，即是我剛才的解，「依他起相上」，把我們的智慧，把本來沒有的那

個「遍計所執性」，我們執出來的，將它空了它，以後來也不會有這樣的執起，這

樣，那時用我們的智慧了解無有真實，這種了解無有真實的智慧，用這種智慧去體

會，去修行，就證得真如。這個真如就是無自性的，空的智慧所顯露的實性了，這個

實性就是「圓成實性」。你要第幾個解？空宗的人就第一個解多，如果是唯識宗就多

數要第二個解。講完了，有機會你們就將圓測法師的那本什麼？將來做了那些重要

的，你就會很了解了。

猶如，猶如好像打仗那樣，你以後看佛經，你就什麼都勢如破竹那樣。真正是經

中之王就是這本經，你回去有沒有看？回去看一看，讀一讀，不要讀那麼多，拜神、

拜佛不用拜那麼多，「聞、思、修」，「聞、思、修」。特別《維摩經》如何供養，

供養佛，供養三寶之中，用佛法來供養他最高，怎樣用佛法供養？難道釋迦佛不識

法，要你念經給他去聽嗎？那些人蠢材，以為在佛面前念經給他聽，他講的東西，你

卻念給他聽？

即是你做阿媽教兒子，你要做好人，那個兒子整日反過來說，阿媽你要做好人，

你要做好人，做什麼？你真真正正做好人就得了，不用整天對著阿媽，你要做好人，

你要做好人。不用的。以法，他所講這個「法」的道理，他所講給你聽的道理，將那

個道理去實踐，去做，去宣揚，這就叫做供養佛法，所以你法供養，你講給人聽，有

一個人讓你講得開的，你就有功德了，他供養我，你供養佛。以法供養嘛。是嗎？

聽眾：1988年 10月 29日。

羅公：創辦《人生月刊》那個人，月刊來的，不是周刊，是呀！專門弘揚儒家的學理

的，是錢穆先生的弟子，我的朋友，這樣就支持他辦這個《人生月刊》了，主

要就是唐君毅（1909—1978），你識不識唐君毅？唐君毅，唐君毅，張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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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1970)幾各人支持他，他就辦了，辦得不錯，就走去哪裡？美國救濟知

識分子，美國的……

佛教的人生觀，整日講，聖嚴都有一篇文章，智悲是好像是車的兩個輪，我們佛

家二千幾年前已經講了「悲智雙運」嘛，但是到了二十世紀，然後西方人羅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然後才講，人，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什麼？知識與愛，愛心，兩種，愛心就是悲了，是嗎？知識就是智了。

羅素死了沒多久，才死了十幾年而已。他比較佛教的人講，落後了二千五百多

年，西方人。那個人又怎樣呢？中國人，中國人的人生，佛教就悲智雙運，現在羅素

的講法就是知識與愛心，兩者缺少一種就不行，如果有知識而無愛心的人，好像嚴

刻，嚴肅苛刻，你明不明白？

有愛心而無知識的，會懵懂，會迷懵，會迷懵又怎樣？他舉一個例，所以天主教

徒最惱他就因這樣，最嬲（惱）羅素的。羅素在北京肺炎入了協和醫院，很嚴重，就

幾乎要死。後來他出了院，出了院就叫蔣夢麟，美國，有一個英國公使，英國的，現

在大使，以前叫公使，英國公使的太太，請飲，請赴宴，也請了北京大學校長那些人

一齊去聚餐，就問起，我們英國人的那個羅素教授，在你們北京大學教書，聽說入了

醫院，很嚴重，有什麼事？現在能好嗎？

這個北京大學的校長說，好了，現在已經出院了。講完之後，你猜這個大使夫人

怎樣講？嘿！可惜了！可惜什麼？他死就好了！這個大使夫人居然這樣說，何解呢？

本來很不合體統的，但你又不能說她不合體統，何解這樣？他反對宗教嘛！她是一個

虔誠的基督教徒，她說羅素反對基督教。

羅素，羅素有一篇文章，有一本書，中國人譯的，《我為什麼不是一個基督教

徒》（《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有一本文章叫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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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是（一個）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他講基督教徒怎樣不

妥，怎樣不妥，怎樣不對，怎樣不對，他說，我羅素絕對不會信基督教的。他說，假

使非有宗教不可，他有一句話，佛教徒應該知道，如果我非有個宗教不可的，我就要

選擇去信佛教。羅素講的，我覺得宗教真是用理智來選擇，我就信佛教的。

西方人，羅素都講了，知識與愛心，印度人，佛悲智雙運，中國人又怎樣？中國

人更厲害，孔子講，智，我加一個「曰」字，容易明白些，「知、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變成了學國文，你們年青人，你想看佛經，國文一定要好，《中庸》裏

面講的，「智」，理智了，「仁」，愛心，不夠，「勇」，精進，勇猛精進，因為要

用勇氣來豐盛你的「智」，智慧推動你的愛心才行，「智（知）、仁、勇」三種。

「天下之達德也」，達，即是 general，common，人人都應該有的。又是幾千年

前，與佛差不多時間的人。

都是中國人講這句圓滿些，不過又不能說佛不圓滿，佛的大乘佛教整夠有六度，

「智」就是般若，是嗎？第六個般若度，六度裡面人，佛教大乘將他來具體化，就是

什麼？攝進去「布施、戒、忍」，就不及中國人這麼概括，用一個「仁」字，

「勇」，「精進波羅蜜」，佛家就多了什麼？多了一個定，多了一個定，「定波羅

蜜」。所以古代的聖人都是差不多，只是一味仁慈都不行，現在佛教徒有一個大缺點

是什麼？我們要慈悲，要慈悲，我整天聽人講慈悲啦！慈悲，就不多聽見人講智慧

啦！智慧啦！是嗎？

有沒有？有沒有聽見人講？慈悲啦！發慈悲啦！他不叫人去求智慧吧！是嗎？但

是又變成現代佛教徒的缺點了，就是有悲而智少，悲多智少，但是悲多，無智的悲是

盲目的悲，沒有用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要學的，是嗎？孔子講這句話，記住，你們

年青人，全部都是《論語》的，「好仁不好學」，現在佛教徒就是這個缺點，「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一個人一味愛好，只有愛心，不肯好學去求智慧，他的缺點，

過失就是什麼？蠢了，蠢了，很容易被人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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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你這樣，有一個人扮，詐諦（運用奸計），他整日去食白面（毒品），整天

搞搞震，但他沒有錢，他現在找你了，他說，我的祖父死了，現在都沒有錢下葬，請

你幫忙幫忙。你就大發慈悲了，給了他，你以為布施，仁慈了，是嗎？結果是怎樣？

他就拿去救急，食白面了。是嗎？結果就助長了這個社會，助長多了這個惡人了，那

些食白面的人你就由他得流口水暈倒在那裏，警察送他入醫院戒毒，你幫忙他做什

麼？所以有時有仁慈，無智慧不行。

聽眾：羅教授，這樣做，不矛盾嗎？

羅公：不矛盾的，用智慧來指導慈悲不矛盾。

你講矛盾給我聽，我解釋給你聽，譬喻剛才那件事好不好？那個人食白粉的，現

在沒有錢食白面，想辦法了，所以現在世上所謂度橋（計），度到見到你陳芷君這麼

仁慈，我就找你啦，他說什麼？我的祖父死了，現在還沒有錢買棺材搞定，你又信

佛，你又慈悲，請你幫我忙。那你怎樣？如果你是聰明有智慧的，你去查一下，是

嗎？有智慧的，為什麼要查？不知道他是真是假，萬一他是假的，要來食白粉，是

嗎？那怎麼辦？那怎搞？那不是助長這個社會？怎會矛盾？

你說這樣，我要慈悲，慈悲？盲目的慈悲是沒有用的，慈悲是要用般若來指導

的，是嗎？如果一個惡人，殺人放火，你應該怎樣？如果你有辦法可以制伏他就怎

樣，捉了他，交給警察辦。你說，我不理，由得他，我慈悲，捉他難為他做什麼？你

以為矛盾了，是嗎？是嗎？是不是矛盾？怎樣矛盾？你已經作惡了，你知不知？除了

做，你放鬆了他，你放鬆了他，這個社會上，他就多了一次經驗，原來欺負你，這樣

靠惡就可以了。

如果這個社會上如果個個都這樣，那些惡人橫行，所以要怎樣？捉他！對付他，

令社會以後安寧，沒有這樣的事，這是怎樣？智慧告訴你要這樣做，你可以仁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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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因為你不夠仁慈，你由得他，可憐他，你不夠仁慈，你的仁慈低級，高級的仁

慈是要怎樣？捉他，拉他，這才最仁慈，何解？你的仁慈對社會，令社會沒有了這

些，為社會除害，最大的仁慈，你明不明白？

所以一個大仁慈的時候，不用表現出很仁慈的，老子（庄子？）的話：「大仁不

仁」。不是說大仁無仁心，大的仁慈它所表現出來的，好像無仁慈，我一見到你辛

苦，我為你流眼淚，很可憐，這叫什麼？我又得罪你們女人，這就是婦人之仁，無

用。大勇是怎樣？應該怎樣？譬如你見到那個人病得這樣可憐，你走去服侍他，服侍

他無所謂，你為他而哭就很仁慈，你哭來做什麼？你無勇氣，你有勇氣會怎樣？

有精進，有勇氣，我要令到天下不會有病沒有人理的，我要做到這樣，我努力做

到，改良這個世界，令到這個世界沒有這樣貧苦的人，個個都有病就即刻有人理，這

樣才是辦法。是嗎？這樣才是大仁慈，有個勇氣支持你的，同時有個智慧指導你的，

那個仁慈是最高級的，你如果一味下一滴同情的淚，這些就是什麼？將仁慈來孤立，

是嗎？沒有一個精進心去支持你，亦沒有這個智慧去指導你，講到這裏不覺得矛盾

了？覺不覺？

聽眾：是不是智慧重過感情？

羅公：不是智慧重過感情，智慧幫它的忙，

譬如你駕駛汽車，駕駛汽車，你駕駛汽車行，燒油，是嗎？但是你夜晚開車開了

燈，並不是那盞燈比燒汽油重要，因為你一味燒汽油，沒有燈你會撞到樹，撞到山

處，一味只是有燈，你沒有開 steam也沒有用，明不明白？平衡，大智大悲的平

衡，佛也是這樣，大定、大智、大悲，再加一個大勇，這樣就夠了。如果單將它孤

立，一味仁慈，沒有用的。

羅素在他那篇〈知識與愛心〉的那篇文章裡舉了一個例，他講，好似是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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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一個人只有理智而完全那個無愛心，就好像一個外科醫生，很好手術的，認

為某個症應該怎樣割，怎樣做法了，但是他完全不可惜這個病人的痛苦，就變成了這

個這樣的人。好像那一篇文章，一味理智的，就是這樣的。如果一味有理智而無愛

心，固然不是很妥，一味有愛心而理智不夠是沒有用的。他舉出一個例，歷史的證

明，是真事，他舉了一個例，所以基督教、天主教最嬲他，說他不死就可惜。

他引一個例，他說當十六世紀的時候，歐洲有某一個地方瘟疫流行，死很多人，

死了幾千人，那時，那幾個神父充滿著愛心，他們不想辦法，他們怎樣？叫那些人入

教堂要虔誠地祈禱天主，這些就是天的懲罰我們，我們要虔誠，結果他裏面祈禱的人

都死光了，連這個神父都不知有沒有死？這些就是怎樣？你說他沒有愛心？那幾個神

父他們非常之有愛心，結果一點益處都沒有，不如趕快設法離開這個區，或者想辦法

找人去救濟他們還好些，他不去，他走入教堂祈禱，這些就是徒有愛心而無知識的害

處了。你記得這些，處世格言，記住，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小小事不妨糊糊塗

塗。那四個譬喻都講過了，是嗎？

這樣，現在就第四個復次了，是嗎？第四個復次了，「復次，德本！」佛叫一聲

他，又，「德本！」這個復次即是英文一開首，由第二段，每段開首有個 and，在這

裡，德本啊！叫一聲他，「相名相應以為緣故，遍計所執相而可了知；」好了，「相

名」，「相」，現象的本身，「名」呢？意識裏面的概念，意識裏面的概念，概念即

是 concept，譬如，這裏面有些水，我們飲得到的那些水，就是現象的本身，是嗎？

「相」嘛，「相」即是現象，現象的本身，即是 phenomena，相就是

phenomena，phenomena的本身，但是我們的心裡，見到這些水的時候，我們就

會怎樣？意識裡就有一個概念，那個概念叫做什麼？水，是嗎？名。

「相」與「名」本來是無絕對的關係的，是嗎？有沒有絕對關係？無。我們中國

人叫它做水，英國人叫它做 water，或者別的地方叫它做其他名稱都說不定的，是

嗎？所以，當同是水汪汪的那些水，我們人類覺得在水裡是不能夠呼吸的，是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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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你是魚，你就覺得它是呼吸的資料來的，物資來的。這樣魚對於水的看法與我

們人是不同的，明白嗎？不同的。

同是一種東西，同是那種東西，對於不同的人都不同，例如吃豆腐，一個很窮的

人家，你給他豆腐吃，剛好他也肚子餓，就覺得是天下的美味來的，如果那個人是大

有錢人，譬如李嘉誠之類，煤油大王之類，給他豆腐，會覺得吃豆腐是這麼粗的東

西，「名」，是嗎？看法不同，即是說窮家人裏面的豆腐，這個概念，是嗎？一碗豆

腐，豆腐是現象，我叫它豆腐，這個名就是概念，豆腐這個字的意義，如果你是窮家

人的看法，認為它好好，很美味，如果你叫洛克菲勒，美國那個煤油大王，他那個兒

子，他根本這一世他都不知吃過豆腐沒有，他看見豆腐，他已經莫名其妙了。是嗎？

不同的，意識裏面的那種東西不同。

這即是說，概念這個名，概念這個名相，概念是一個符號來的，是一個符號來

的，是一個、一個、一個 sign，是一個符號來的。現象，然後是那件東西，沒有絕

對的關係的，但是我們那些人每每以為，我們概念裏面的那些東西就等於外面的事

物，普通就是這樣，普通的人時時這樣執著。

執著也沒什麼，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執著？這些就是什麼？一有這種執著，我們

就有那種「遍計所執」起了，小就以為一種〔概念〕就代表一種東西，愈整愈大就變

成了「遍計所執性」，相名相應，這個「相應」何解？「相應」者，繫屬，人人都把

「相」與「名」繫屬，聯繫在一起，以為有這個相就必定有這個名，這個名一定有個

相，我們是不是覺得這樣？

我們的「名」裏面，在那個意識裏面有一個世界，是名的世界來的，外面的世界

是「相」的世界來的，其實是兩個世界來的，但是我們一般人都是這樣執著，以為我

們意識裏面的世界，即是我們的外面的世界，是嗎？會這樣的，這樣，這種我們的

想，這種我們的想完全起源於什麼？起源於我們有一個「遍計所執」，我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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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始終是名，是意識裏面的一個 image，一個影子，「相」就是意識與外面發

生關係的，外面的那種東西，我們始終以為有這樣的「相」就一定有這樣的名，這個

「名」就一定有這樣的「相」，以為「相」與「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的。

何解會有這樣的思想？完全是因為我們有個「遍計所執性」執，「相名相應」，

世人將「相」與「名」以為它們一定是相繫屬的，以此為因緣，「以此為緣」，以相

名相屬的那種思想為緣，於是就執出很多東西出來了，執出很多東西出來，於是那些

「遍計所執」執出來的東西就紛紛出現了。「而可了知」，我們就可以見得到了，這

是難解一些，要慢慢想一下來體會才行。因為，叫做《攝大乘論》，我寫簡筆字，寫

個已字，《攝大乘論》裏面有一首偈，它怎樣講？「名事互為客，」你現在不識解不

要緊，你聽我解完，不識不要緊的。

剛才鍾兆亮問起我唯識觀，這個「五重唯識觀」，這個是「五重唯識觀」的第一

重，這個，四尋思，不過這首偈聽一下都好，剛好講開「三性」，所以我引一下它。

因為怎樣？「名事互為客」，「名」就是概念，concept，「事」就現象，「相」，

名與「相」不是有絕對關係的，即是不是一定相應的，不一定是相繫屬的，「互為

客」，你做我的客，我做你的客來的而已。即是一個符號，你可以代表它，你可以叫

它，你可以叫它做水，西方人不叫它做水，叫它做water都可以的，是嗎？

「名」與「事」不是絕對有相應的關係的，這一點意義我們這種性，這種性質，

這種義理，我們應該在修定的時候，修觀的時候，要想一想，「應尋思」，「尋

思」，修觀，「於二亦當推」，「二」，「於二」，「二」者，即自性與差別，「自

性」者，就是一件事物的本身，「差別」就是它的屬性，它的屬性。那件東西的本身

就叫做「自性」，「差別」就是它的 quality，它的屬性，我們於，凡事與物都有它

的自性與差別的，我們修止觀的人，對於事物的自性與事物的差別，我們亦應該去推

尋，「推」者，想，「推尋」，推尋，推尋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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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想，想到怎樣？想到知道，「唯量及唯假，」我們要知道，所謂「名事」，

與「名事」，「名」、「事」，「名」裡面有自性又有差別，每一件事亦有自性與差

別，這個「事」字即是這本經裏面的「相」，差別。即是四種東西了，「名」，對於

概念我們要尋思，對於概念所代表的「相」、「事」我們要尋思。兩種「尋思」了。

第三，「名」裏面有自性、有差別，「事」有自性有差別，我們要對於「名」與

「事」的自性又要尋思，對於它的差別又要尋思，這樣就尋思四種東西，入觀的時候

要想四種東西，叫做「四尋思」，明不明白？我們要觀了，觀「唯量」，「量」即是

識，這個「量」字當「識」字解，全部都是識所變的，「及唯假」，都是假立的，不

是真實的。「名」、「事」、「自性」、「差別」都是假的，這樣，我們這樣想，想

得通，想通想透，想到純熟，我們就產生一種智慧了，就會覺得什麼？

「名」始終是名，不是等於「事」，「事」只是事，不是等於「名」，兩者沒有

聯結一定的關係的，而且都是「識」所變的，是假的，這樣就產生了什麼？四種「如

實智」了。霍韜晦整天講「如實」、如實，這個如實智，即是英文的，real，real，

智慧了。如實智，real knowledge。

他說，一種實智起的時候，由四尋思的結果產生四種如實智，這種實智會作這樣

的觀，無義，「義」即境界，這個「義」字當境界解，object，境界，無的，不存在

的，實的境界不存在的，「唯有分別三」。唯有這個分別就怎樣？我們的妄心，所變

起的三種東西，這三種東西是「自性」、「差別」、與那個量智，即是這三種東西。

然則這樣就「彼無故此無」，我們觀，觀到差不多，就知道，我們一切境界都是

不存在、不實在的，「彼無」，不實在，空的，境是空了，這樣境界全部無，空了，

你的心空不空？「境」尚且摸得到，看得到，都尚且空，你的心摸不到看不到的，你

怎能說它「有」？境空的緣故，我們可以證明那個心都是空的。即是說什麼？境亦

空，心亦空，「彼無故此無」，「彼境」是無，所以推論到那個心都是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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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就會怎樣？沒有執著了，沒有執著，你就沒有了那個「遍計所執」，是

嗎？空了那個「遍計」，沒有執著就知道什麼？「依他起性」都是假，而假之中，既

然是假的，有沒有真的東西？你如果執著那些假東西是真的，你就迷，你不執著假，

亦不是假了，假也是，為什麼知道假的？因為你心知道它是假的，它是假的就沒有

了，你的心還有嗎？境是無，心亦無，那時即是沒有什麼？所有名相都不存在，入了

這種境界，這種是什麼境界？這是什麼來的？

聽眾：勝義諦。

羅公：這是勝義諦，這是「圓成實性」了，「彼無故此無」。

「是即入三性」。證到「圓成實性」你就怎樣？「圓成實性」你能夠證到，「依

他起性」你亦明了，「遍計所執性」你知道它是假的，入去就悟了，大開大悟，悟到

「三性」，「三性」的理你都知道了。這樣，這個是教你最初修唯識觀的一首偈，

《攝大乘論》，剛才鍾兆亮問我的時候，是不是有叫「五重唯識觀」。

我說是，窺基法師把古代修唯識觀的，攝為五重，就寫了一本書，叫做《大乘法

苑義林章》，裏面有一章，就叫做〈唯識章〉，就講我們修唯識觀的時候，分五個層

次去修，這是第一個層次，他就引這個了，我剛才聽鍾兆亮講，想看，我問他，你問

它來做什麼？他說：我想看。我說：你還未得，你明年吧。他說：明年恐怕都未得。

出年都未得？我說：如果你碰到我，我解給你聽囉！是嗎？不過不是很難解的，你現

在，這首你現在還未徹底了解的。

如果你有，你不必念它，不過我有一首，就彌勒菩薩的頌，教你修定的，修止觀

的，這首你就必需要念的，學唯識宗的人，一定要念熟這幾句偈，寫給你，這是彌勒

菩薩用來修定的，最概括的方法。定，要不要解給你聽？唯識宗的最高的，最概括的

一首，教人修禪定的偈了。它將你未入定，將你學定，修禪定未得輕安之前，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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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不講的，即是由你修定，修到得輕安之後起首講，即是入了初禪以後才開始講，

講，講到怎樣？講你見性的時候為止，見道為止。

見道之後怎樣他又不講，只是講這一段，好，這首偈真是好！你念熟它，「菩薩

於定位」，「位」是什麼？階段，階段，stage，或者是 occasion，或者在那種情

況，即是說，入了定的時候，一入了禪定之後，一個菩薩修禪定，修到他入了定之

後，入了定之後就叫做「定位」，入了定之後，即 enter the sam dhiā ，入了三摩地

之後，換言之即是什麼？修禪定修到輕安都遍滿一身之後，入了初禪的時候，那麼未

入初禪我們不用修嗎？不是，你入未入初禪都可以修，未入初禪修就叫做隨順修，就

不是叫做正式修，即是預備班，就不是本科學生，你明不明白？

教一個菩薩，於入了定之後，他怎樣？他就要修觀了，修觀了，「觀影惟是

心」，定中是很多東西的，是嗎？忽然間你見到什麼？想起你的媽媽，想媽媽。媽媽

的 image在定的意識裏面現了，忽然間你想起你的什麼？老婆子女，又會見到你老

婆子女的 image，影像現在前，忽然間你想起功名富貴，又有功名富貴的東西在你

面前，忽然間你想起極樂世界，我快死了，生極樂世界，又想極樂世界的那個

image現在面前，那些 image。我們要怎樣？要怎樣？我們所見到的影子，那個

image通通是我們的 conscious、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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