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你面前，忽然你說，想去極樂世界，我快要死了，生極樂世界，又想極樂世

界的那個 image，現在前面，那些 image。我們要怎樣？要怎樣講？我們所見到的

影子，那個 image通通是我們的 conscious，心，你的意識，或者mind，心，是我

們的心，這個是指mind的心，或者是這個 consciousness又得。

我們觀察影像，只是心來的，心所變，只是心所現出來的，是 present by the

mind，現出來的，心，這是什麼階段呢？這個是你修行，加行位裏面的「煖」的階

段了，是嗎？不要這個，不過這個別要了，「煖」、「頂」、「忍」、「世第一

法」，這個不要，不過我盡管，一般那些法師是這樣講，我就這樣講給你聽，當你在

這裏修觀，沒有的！一點都是心，還有，平時我們未入定的時候見了很多東西，現在

所現出來的，現在所現出來的東西固然是心，我們平時見到的那些東西都一樣是心而

已，是心變的，總之凡 image都是心，我們定中不過是定中的 image，我們出定，

出了定，裡面那些 sense，或者是 consciousness，都是 image而已，都是心變

的。總之你不論你入定或者出定，裡面所見到的五花八門的影像都是心所變的，這個

「心」者，本質都是心來的。心變的，「觀影唯是心。」聽不聽得明白？譯了，走

了。

聽眾：這個是不是真心？

羅公：不是！不是！不是！唯識宗切不可講「真心」，

你一講「真心」，我講你聽，我即刻就會罵你了！豈有此理！你都不是學習的！

不要講「真心」，「真心」是華嚴宗講的。

聽眾：這個「心」是什麼心？

羅公：這個「心」是妄心來的！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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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真心」都是「心」，無漏心，無漏心都是，不過總之是心，是 mind，現

在我們凡夫，我們未成佛，都是妄心，不是真心。「意識」知不知？都不是「阿賴耶

識」，「唯是心」。「義」，「義」者，「義」字同「境界」解，object，這樣，然

則客觀的 object，這種想法、觀念， idea，那個 the idea of object，「義相」，

「義」的「相」，這個「相」即思想，「義」的「相」，人人都說有個境界，我現在

見了這間屋了，我現在見到一個人了，我現在見到那枝東西，這些都是客體，客體，

是嗎？這種普通人，人人都有這種客體的觀念的，一到我們入定的時候，觀影都看到

是心，於是就把那個客體，把那個「境界」這個觀念掃除了，假的，所謂「觀念」都

是不存在的。明不明白？

「義」的「相」，世人都以為有那些客體，那些 object，我們現在這懂得唯識

的道理，所謂 object的這種 idea不要了。滅除，在我的定中沒有這種想法，說有個

心外，心外的法，離開心外面的境界、object，這種這樣的想法，我們在定中完全掃

除，完全沒有了，變成一切唯心了，是嗎？「義相既滅除」，「義相」滅除之後，我

們就怎樣？「審觀唯自想」，「審」即是很精細地，很精細地去觀察，觀察什麼？觀

察，我們所觀得到的東西，我現在入定所見得到的，看得到，覺得到的東西，「唯自

想」，這個「想」與那個「相」不同了，這個「想」是當自己的心，這個心，這個

「想」字當心解，只是見到自己的心而已。

我們在定中所見的一切境界都是假的，都是心來的，「唯自想」，這個「想」與

那個「相」字不同解的，這個 idea，你當這個是自己的 idea亦行，不過普通這個

「想」字是這樣，都是自己的心現的。這樣即是一切外境都無，都「唯是心」。聽不

聽得明白？你明白嗎？今天你的女兒沒有來，陳芷君聽不聽得明白？「唯自想」。

這樣，一般的法師的講法，我的師傅太虛法師，他認為是這樣，這個是「煖、

頂、忍」的「頂」了，「頂」，這個已經是什麼？粗淺的第一級，「菩薩於定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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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唯是心。」泛些，浮泛些，再詳細、精細些，再重新觀，「義相既滅除，審觀唯自

想。」再深刻些觀，「頂」，這樣怎樣？再進一步了，「如是住內心，」「如是」

者，這樣，thus，thus，這樣，我們的心住在這裏，住在這裏即是停留在這裏，

「住」即 stay，stay，stay，「住」在那種境界那裏，什麼境界？內心只有心，沒有

其他東西，「住」在一個唯心的境界裡。即是入了什麼？這裡是「唯心定」了。入了

唯心的三昧了，入了唯識的三昧了，「如是住內心了」，那時就知道是什麼？「知所

取非有了」，「取」即了解，知道不論我在定中或者是出了定，我們所了解的對象都

不是存在的，「有」即存在，都不存在的，知道一切所知、所認識的對象都不是存在

的。「非有」就是不存在的，知道「所取非有」，這個，太虛法師說這個就是「忍」

了。解了這句，「次能取亦無，」再進一步，所取的境是無，所了解的境界是無，能

了解的心你說有嗎？一樣是沒有的。「次」，其次一步，能取的，能夠了解東西的

心，「能取」就是指能取的心，能了解東西的心，「亦無」的，亦不是真實的存在，

這個「無」者，不是真實存在的。這樣即是境亦無，心亦無，是嗎？即是什麼？物、

我兩忘了，是嗎？物亦無，我亦無，「能取亦無」，入了這種境界，就「忍」了，

「煖」、「頂」、「忍」了。

第三步，「後觸無所得」，到最後就怎樣？不是知，知道這兩件東西是知，直接

是觸，touch，touch，接觸，接觸了一種境界，沒有概念的，當時就接觸到無所

得，「無所得」即是什麼？無一個 image可得，沒有 image的，沒有 image是什

麼？那時是怎樣？無念了，真的沒有那個 image了，這是什麼？「世第一法」與

「見道」了。兩層了，你遮到它無所得、無所得那麼上下，還是「世第一法」，真正

好像大地平沉，無所得的時候，見道了，是不是很好玩？這首偈？不用的，修定、修

唯識觀這幾句就夠了，八句而已，是嗎？六句？一、二、三、四、五、六。

聽眾：這個是不是見道前一刻。

羅公：是，這句「後觸無所得」，見道前的一刻或者見道後，都一樣無所得，這是修

定。行不行？陳芷君？你回去可以修的，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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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到這裡進入勝義諦了？

羅公：什麼？

聽眾：進入就是勝義諦？

羅公：「無所得」就是勝義諦了，「無所得」就是什麼？無 image可得，無 any

image，凡有 image都是世俗諦，是嗎？「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明白嗎？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個「如來」就是勝義諦了。盧欣，回去譯了

它。

聽眾：羅先生，那麼「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個「心」是什麼心？

羅公：什麼？

聽眾：「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羅公：華嚴宗就說它是「真心」，或者「真妄和合眾生心」，你讀過《大乘起信論》

嗎？《起信論》的「真妄和合心」，那個心，確實是「真心」，一心，「依一

心法，有二種門」，一個心，裡面分成兩個 aspect，兩門，一個就「真如

門」；一個就「生滅門」，「真如門」就真的，「生滅門」是妄的，「真」、

「妄」兩個，這個是華嚴宗的講法。

如果是唯識宗的講法是「第八識」，如果你是未成佛的，你就是「虛妄第八

識」，即是「阿賴耶識」，如果你成了佛，那就是「清淨第八識」，那個是「庵摩羅

識」，都是「第八識」。「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這是「第八識」，這個是教你如何觀心的，這首偈是什麼？出自彌勒菩薩所譯，(不

是)，所說的，叫做<分別瑜伽>，現在《解深密經》有品叫做<分別瑜伽品>，彌勒

菩薩有一本叫做《分別瑜伽論》，彌勒菩薩在《分別瑜伽論》，裏面，「分別瑜伽」

即是教人修定，最重要這首偈，是《分別瑜伽論》裡面的偈來的。但是《分別瑜伽

論》唐三藏就無翻譯，沒有翻譯。西藏有沒有？西藏現在沒有這本書叫做《分別瑜伽

論》，但是有一本叫做《辨法法性論》，裡面有這首偈，所以法尊法師就說《分別瑜

伽論》即是西藏的《辨法法性論》，法，《法性論》，即是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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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人就反對，說不是，那個名字都完全不同，即是很難講的，我的答案就

未必是，因為怎樣？他可以在彌勒菩薩處抄一首偈都得，是嗎？所以未必是，也不一

定不是，是什麼？五五波(一半半)，學唯識宗的人必定念過的，這一首偈。「相名相

應以為緣故，遍計所執相而可了知。」這個意思是怎樣？那些眾生有一種這樣的執

著，執著什麼？以為那個「相」，即 phenomena，phenomenon，與那個名，與

那些 concept，一定是互相繫屬的，而起一種執著，由於有這樣的執著，於是他每遇

到、見到東西，就完全在名處來代表了，完全在名處來代表，這樣就越執越多，當他

這種執，不斷熏習這種習慣，熏入「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就成為種子，將來這些種

子一出現，又執了，這樣，於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很多所執的東西了，於是就有

「遍計所執」的相出現了。有「遍計所執」的相出現，於是我們就知道有這種「遍計

所執相」。「了知」，即是我們可以見到的，「而可了知」，即是我們見得到了，聽

不聽得明白？好了，這樣即是說，如果我們不執著相與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我們的

「遍計所執性」就會少一些。

接下來，「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執以為緣故，依他起相而可了知；」本來這

個世界上的現象，一切都是眾緣和合而成，這個眾緣和合而成的東西都是叫做「依他

起性」的，但是我們的眾生就因為有執著，就在那些本來清清淨淨的這個世界，在

「依他起性」的世界上，我就起執，在「依他起相」之上起了一個「遍計所執」，執

那些是實的我，那些是實的法，以這樣的緣故，「遍計所執相」的這種執，來到這

裏，你就要明白，有一點很緊要的，我們「遍計所執相」所執的東西是沒有的，是

嗎？但我們能夠起執的這種力是有的，明不明白？譬如我們黑夜見到一條繩，一驚，

以為牠是蛇，就起個執，執著以為牠是蛇，那條蛇有沒有？你，你是什麼太太？盧

太？有沒有？所執那條蛇有沒有的？

聽眾：無。

羅公：無的，那條蛇是沒有的，但是你能夠起執，執那條蛇！的那種心有沒有？

聽眾：有。

5



羅公：有。是嗎？這是「依他起性」來的，明不明白？那條蛇是「遍計所執性」，但

是你能夠執，說這是一條蛇！這種心力是「依他起性」，明不明白？

這種「依他起性」是有的，是嗎？這個「遍計所執相執」，因為有了這種

「執」，這種「執」馬上熏進去了，熏進去之後，成為種子了，來生或者後半世，這

種執有機會就再會起了，一起的時候就是這個「遍計所執性」了，是嗎？不是！一起

就成為什麼？一個「依他起性」的執，執出了「遍計所執性」出來。這樣，是呀！

「依他起性」是不止這些污糟邋遢的執的，有些很清淨的，這裡就是什麼？只是講那

些雜染的，不清淨的而已。好了，我這種，我就迷執，很多執，那些執就熏成種子

了，來生，來生這種執就優先出現了，是嗎？優先出現了，如果我們的執越多，來生

那些雜染的，能執東西的「依他起性」，污糟邋遢的「依他起性」就更多了，那些清

淨就被壓住，少了，明不明白？如果你是修止觀，壓低這些這樣的執，修止觀，不過

你修止觀的時候，這些是空的，譬如你修這個，「菩薩於定位，觀影唯是心。」一路

這樣觀，這種能觀的力量，是「依他起性」還是「遍計所執性」？

聽眾：「依他起性」。

羅公：都是「依他起性」來的。

那個執的心是「依他起性」，何況這些入定的心不是「依他起性」？如果你這樣

不斷修止觀，那些止觀的那種心又熏進來了，熏進來了，熏得多的時候，如果你這

種，即是說這些是善的，不是執的了，這些是好的「依他起性」出現得多，把那些壞

的「依他起性」壓低，你就怎樣？如果拉得平衡，你就很聰明了，是嗎？如果你拉得

好的「依他起性」多過壞的「依他起性」，你是什麼？你是聖賢，是嗎？如果你純粹

是好的「依他起性」，沒有壞的「依他起性」，你就是什麼？你就是佛了。就是這

樣，就是這麼簡單。好了，他這裏只是講那些壞的「依他起性」，沒有講好的「依他

起性」，是嗎？何解他這樣？因為「依他起性」本來就有好有壞兩種，即是「依他起

性」有一種雜染性的「依他」，又可以叫做「染依他」，雜染性的「依他」，還有一

些是清淨的「依他起性」，譬如你修觀，這些比較清淨，清淨的「依他起性」，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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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講雜染的「依他」，沒有講清淨的「依他」，是嗎？何解他不講？

原因就是這樣，講到「依他起性」，那班菩薩，古代的那些菩薩，你們不要以為

那些菩薩就不吵架，那些菩薩整天吵架的，爭論的，維摩居士就與那班法師吵架，吵

到了不得，是嗎？而且文殊菩薩亦整天與人家辯辯駁駁吵的，他們那些菩薩之中，有

些人解釋「依他起性」，有些人是這樣解釋的，佛自己也是這樣，這部經是這樣，另

一本經又不是這樣，佛也是這樣。「依他起性」有時佛就這樣講，有些菩薩又這樣

講，「依他起性」有兩種，一種是「雜染依他」，叫做「染依他」；一種是「清淨依

他」，就叫做「淨依他」。「依他起性」有兩種，所以一講「依他起性」，這個字一

提出來，我們就知道裡面包含著兩種東西的，聽不聽得明白？但是有些菩薩不是這樣

講的，他又根據佛在另一本經是這樣講，佛有時又這樣講，「依他起性」都是染的，

那些淨的「依他」依他不算「依他」，算是什麼？將它撥入「圓成實性」，是「圓成

實性」來的，這樣。聽不聽得明白？

因為有兩種不同的講法，他這裡避開，不講「清淨依他」，用那些染污的「依

他」做舉例，聽不聽得明白？所以我們講話有時很難，避了這種避不了那種，講話好

似國際的外交，寫文章與講話好像國際上的外交家一樣，有時避了這種避不了那種，

聽不聽得明白？這樣他就不講那些染污的，不是！不講那些清淨的，將那些清淨的，

因為有些人將它撥入「圓成實性」。

好了，還有：「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無執以為緣故，圓成實相而可了知」

了。他說，如果人能夠做到，在「依他起相」之上沒有了「遍計所執」的，那時就怎

樣？你的境界不同了，何解不同？我又講個譬喻你聽，你們看過《紅樓夢》嗎？我們

小孩子的時候整天看那本《紅樓夢》，賈寶玉後來經歷過之後大徹大悟，是嗎？賈寶

玉，你看過嗎？大徹大悟，於是有幾句詩，是嗎？「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是不

是有這句詩？白茫茫那樣，一片大地非常之乾淨，它說他大徹大悟，即是你如果你一

個「依他起性」，一片大地之上，完全沒有了執著，你就覺得白茫茫一片很乾淨了，

是嗎？無執。如果你，這些明明是將清淨的「依他起性」撥入「圓成實性」，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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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依他起性」之上，一切的「遍計所執相」的「執」都沒有了，都無執了，以

這樣為緣，以這樣為因、為緣，這樣，於是在他的人生裏面，他所看到的，所看到的

是沒有「遍計所執性」的，是嗎？只有什麼？只有「依他」，是「用」，「圓成」是

「體」，而且他的「依他」只是清淨的「依他」，沒有污染的「依他」，清淨的「依

他起性」就可以撥入「圓成實性」，即是在他來講就只有「圓成實性」，連「依他起

性」都沒有了，是嗎？在他來說是這樣。

這樣就即是說，於是這個人就有個「圓成實性」給他了知，清清楚楚看到這個

「圓成實性」，看的很清楚了。「而可了知。」這樣即是說要什麼？我們修行，記

住，不是在「圓成實性」處修行的，沒有得修的，要在什麼？要在「依他起性」之上

修行，怎樣修？把那個「依他起性」抹乾淨它，把「依他起性」裏面的「遍計所執」

全部掃除，當下就怎樣？無執，無執的時候，你怎樣？「依他起性」就是「用」，就

是現象，那個「圓成實性」就是「體」，即是當時你所證得的境界，那個「圓成實

性」便是你所證的勝義諦，那個「依他起性」就是你所看的，清淨的世俗諦，聽不聽

得明白？這一點就解釋了。解完之後，他叫你修了，教你怎樣修呢？他說：「善男

子！」第五個復次，教你了，你修，即是告訴你，你要依這樣來修行，修行是什麼？

是有勝利的，有利益的，你有什麼利益？他告訴你聽，「善男子！若諸菩薩能於諸法

依他起相上，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無相之法」了，一句。

他即是告訴你，你們這些人整天講「空」，這些說是「空」，那些又是「空」，

其實你們這些人統統都是 的，何解？他說：「善男子！」如果一個菩薩，即是一個戆

修行的人，「於諸法依他起相上」，你不要空了那個「依他起性」，即宇宙萬象你不

要空了它，這個「依他起相」，你在「依他起相」之上能夠怎樣？如實地，這個如實

即是 really，really，你真真正正地，真真正正地做什麼？去「了知遍計所執相」，

你就了解，了解什麼？我們整天說這個是「我」，那個是「法」；這個是觀音菩薩，

那個是六祖；這個是毛澤東，那個是馬克思，如此這般地執著，這些都是什麼？「遍

計所執相」，在「依他起相」之上，能夠確實知道，我們所執的是不對的，是「遍計

所執相」，這樣我們知道什麼？「遍計所執」所執的東西都是不存在的，無的，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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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叫做「無」。「即能如實了知一切無相之法；」我們到那個時候，我們就能夠如

實地去了解到，一切所謂不存在，所謂空的東西，原來就是空了那個「遍計所執

性」，不是「依他起性」都空，即是說，如果父親剩下一副財產給你，你信佛的，你

好好地，你不要以為父親剩下一筆錢給我，都是空的，不事生產，由得它了！結果你

怎樣？我有個朋友做了和尚，結果他賭錢輸掉了十八條街，那個靜修和尚，大把錢，

他自己講，只是賭錢，輸了十八條街，一世都是這樣，結果怎樣？

親戚都沒有人理他，他出家，這種人是什麼？他說，根本就是空的。空是空的，

但是這父親剩下來的這個事業，這個是「依他起性」來的！是嗎？你要好好地處理

它，空的就不要理嗎？現在的佛教徒最弊就這樣了，哎呀！馬馬虎虎得過且過，人生

幾十年有什麼所謂？人家走來打他，欺負他，他應該告官來對付別人才對，哎呀！算

了！消災延壽藥師佛，消災解禍了，算了。你這樣的時候，這種人根本就是什麼？誤

解空的道理，這個現實的世界就是「依他起性」，不是空的，是嗎？如果你在「依他

起性」裏面沉迷，沉醉、沉溺，你所沉溺的那種境界就是空的。

所以，你說要挽救佛法的話，只有用這種，唯識宗的那種思想與菩薩戒，然後才

可以挽救，你如果以中國現在來看，看看，我現在講這些，沒有帶來。最近，一個美

國的大傳教家叫做什麼？Billy Graham，是嗎？葛培理 (Billy Graham，1918－

2018)，在美國很厲害的，在香港大球場那裏傳教，我想搞張票都找不到。這個星期

他去Hamilton傳教，我想，這個人這麼厲害，我要看看他的風采，我的兒子，我的

媳婦全部都是基督教的虔誠教徒，我叫我的兒子也帶上我去，我兒子還替他傳話。昨

晚去傳(翻譯)中國話，那就去看看，去聽。啊！厲害了！真的厲害！如果這樣，佛教

將來很弊，將來基督教與天主教橫掃一切，沒辦法，在那個 stadium那裏，一個大

的體育場，可以容納二萬人的，四分三人坐滿，即是有萬五人，發出萬五張票，在一

個小鎮裏面，Hamilton只得三十萬零八千幾人，這麼小的鎮，而有萬五人每晚坐

滿，每晚有一萬五千人坐在那裡，第一晚還不止這麼多，很多人向隅，他在那裡佈

道，很普通的，講那些你們要信上帝，那些人戰爭不好如何如何，是人都會講，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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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這樣捧他，他全部主要的，我最欣賞他是什麼？欣賞他講話的姿勢，和那種能夠

打動人的情感的那種東西，是值得學的，講那些道理就一點都不能學的，還有的就是

什麼？最了不起了！

一開首，介紹他的時候，一個很會講話的做主席，來介紹，那個人已經介紹，他

只是那裡兩個小時佈道而已，那個人就已經講了二十分鐘，應該講了十分鐘左右，講

完之後，接下來之後就介紹他了，介紹他出來，講了幾句之後，講他過去佈道的經

歷，去到中國怎樣佈道，去到那裡怎樣佈道，講他的經歷之後，接下來就停一停，好

像一個 break那樣，停一停，就找個歌星，黑人歌星，他帶過來的，我是坐了兩個小

時，最值得就是聽這個黑人歌星唱，唱得真是好，在那裡唱歌，不是唱聖詩，唱歌，

當然與他的宗教有些關係的詩，唱歌，唱詩，唱完一輪之後，又找些人講一下，然後

他來，他來，處處叫你聽起上來，刺激你的感情衝動的，講完之後，大家很多人都

是，除了那些已經洗了禮的信〔徒〕之外，還有很多人是初信的，或者以前都未信

的，是不是！？

如果是的，請你，現在給你這個時間，請你出來！那裡中間有很多地方的。現在

請你出來！有什麼問題我與你研究，現在請你出來，如果無問題的，我現在替你祝

福，請上帝加被你！於是那些人就潮水般湧出去。我問旁邊的人說，整整一千幾百人

潮水般都走過去，他們有些還未洗禮的，即是說那些人都是去趁高興的，被他講一

講，就好像聲淚俱下地全部湧了過去。他說：是啊！是這樣的，那些西方人很真真正

正的！很虔誠地走去。好了，他就不理你們這班人了！我們在那裡聽，他在那裏，你

們怎樣、怎樣的，我們都可以聽，那些話人人聽到，他特別針對那些，就這樣講，講

了一段時間，聽了一段時間後，好了，現在到時間了，明晚我還有佈道，請你們有興

趣的再來。你們這些人留在這裏，你有什麼問題，我替你們解答。他就留下和你談。

這樣一來，他又收，起碼都收三幾百信徒了，每次是這樣，你說他的信徒有多少？同

時，每一次奏的音樂都是選擇一些很好的音樂，固然很多聖詩，那些音樂奏得很好

的，

他又能夠與你們一齊唱，他還做指揮，一齊唱。而佛教怎樣？端端然坐在那裏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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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如是我聞」……如此這般，你如何夠人爭？你這樣真是的！

聽眾：不夠，人家佈道。

羅公：將來，很難、很難搞。

我昨天去看，昨晚去看看，不勝感慨，現在我們佛家的人就是拜懺，喃嘸。講就

嚴嚴肅肅的。那些，昨晚我看見的那些很勇猛的青年，正是有為的青年，潮水般走進

去，學生什麼的。你們佛教都不是，佛教剩下那些老婦人在那裏打瞌睡，真的對比！

風水先生可以騙你，騙十年八年，我現在說，不用十年、八年，這些老太婆的子女一

死完，沒有什麼人信佛教了，你看看，佛教很弊。你說那些人不信，那些人的罪業而

已！你說修菩薩道，你看見那些人這樣做罪業？你又由得他嗎？那樣何須你做菩薩？

是嗎？好了，講回來，不妨你看看，別人的那些佈道法。

聽眾：人家很成功的。

羅公：什麼？

聽眾：很成功的，我去年都有去看，因為那個人來到 hall佈道，啊！又是厲害，不

知多厲害，好像催眠術那樣，那些催眠術。

羅公：佛教很需要這些這種人，尤其是那些青年。

聽眾：無，沒有組織，什麼都無。

聽眾：佛教太過散。

聽眾：散，無錯了！

羅公：散，主要那些領導人無知，一句講完佛教。

聽眾：各自為政。

羅公：無知，我用回杜威的那句話，那隻螳螂整天想推那塊小石上山坡，一樣，因為

無知，ignorant。

聽眾：與人家比是沒得比，真是沒得比。

羅公：沒得比，沒有了！這樣，漸漸地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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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講回這些。他們沒有，我們沒有辦法，我們先有，你們座上還有幾個人有

的，希望你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果我們修行，在「依他起相」上，能夠如實地

知道哪些是「遍計所執」的，我們不要執，聽不聽得明白？不要執，這樣「即能如實

了知一切無相之法」。所謂空，所謂不存在的東西，我們知道，這些是「遍計所

執」，是不存在的，這些是無相的。好了，「若諸菩薩如實了知依他起相，即能如實

了知一切雜染相法」，一句。它這裡只是講雜染的「依他」，清淨的他不講。如果那

些菩薩能夠確確實實地瞭解到，哪些東西是種緣和合而生的「依他起相」，這樣我們

就知道它不過是眾緣和合而生，眾緣和合而生不能說它實有，但是不能夠說它全無，

記住，不要說它全無，我們只要不起執，我們應該在「依他起性」之上很好地做功

夫。如果你能夠這樣，「即能如實了知一切雜染相法」。知道「依他起性」的法雖然

是雜染的，但是你不要執，那是無礙的，這句識解了？

「若諸菩薩如實了知圓成實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清淨相法。」他說，如果那個

菩薩能夠確確實實地認識得什麼叫做「圓成實性」，真正去修，去體會到，好像剛才

那首偈那樣，「後觸無所得」，那個「無所得」就是「圓成實性」。他說：「即能如

實了知一切清淨相法。」都了解了。這樣，所以了解「三性」就有這個勝利。所以有

些人就問，何解我們要修行呢？我們有什麼好處呢？何解我們要見性，見性有什麼好

處呢？見性證得「圓成實性」，就有這樣的好處。

好了，又再進一步又有什麼好處呢？你看看，第六個復次講完它：「善男子！若

諸菩薩能於依他起相上，如實了知無相之法，即能斷滅雜染相法」。這句很要緊的。

他說：善男子啊！如果一個菩薩，對正這個「依他起性」的現實，不要起執著，知道

這些執著，這執出來的「遍計所執」是沒有的，不存在的，這樣的時候，那個「依他

起性」自然就清淨了。

這樣，雜染越來越少一些，就可以斬斷了、滅了那些「雜染相」的法，這即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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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剩下那個「清淨依他」，雜染的「依他」就不存在了，那時你就叫做佛了。「若

能斷滅雜染相法，即能證得清淨相法。」你能夠斬除那些執著，「斷滅雜染相法」，

你就會證得「圓成實性」，「圓成實性」即是佛的法身了。即是你成佛了。這樣今天

就講到這裏。

你剛才問，因明上有所謂「三因」，是嗎？「因」即是理由，當你教兒子的時

候，好了你時間到，你先去。教兒子的時候，你教兒子：你不要偷父親的錢。他問

你，那個是我父親，為何不能偷他的錢？你的這個教法一定要有什麼？講給他聽，講

個理由給他知，因為如此這般，所以你不能偷父親的錢，父親的錢也不能偷。是不是

要這樣？譬喻我們看見那邊，煙呼呼的起，我們說，那邊有火，你說那邊有火，我看

不到火的，隔一個山後面，你說有火，別人問你，什麼理由你說那邊有火？你又見不

到，你就會告訴他，因為那裡有煙，凡是有煙的地方，一定有火，他見到那裡呼呼的

煙出來，一定是有火，所以我知道那裡有火。因明就是這樣，有火，這是你所講的東

西，為什麼是有火？你講個理由，因為有煙，這個是理由。

譬喻你帶住一隻鑽石戒指，你是學化學的，你見到鑽石戒指，你告訴他，你這只

鑽石戒指不要放在近火的地方，因為放在火那裡，火會燒掉你的鑽石的，鑽石戒指。

即是告訴你，那顆鑽石是會燃燒的，燒得著的，會燒的，何解？鑽石是石來的，為什

麼會燒？你怎樣答他？講給他聽，如果你學過 chemistry的，你會告訴他，因為它是

carbon，是碳元素造成的東西，凡是碳元素造成的東西都能夠燃燒，鑽石既然是碳

的元素造成，所以是可以燃燒的。既然可以燃燒，你不能將它放在火裡。理由，理由

我們叫做「因」，有什麼因由？「因」，因明上就講「因」，當他講理由的時候，

「因」有兩種，生因，譬如我剛才講，那邊有火，你問我為什麼有火？我接著說，因

為有煙，這個「因為有煙」，這就是因，這句語言來的，是嗎？這句語言一講出來

聽，如果你是不爭論的，肯服從真理的，你就會即刻說，是，你講得對，是嗎？這

樣，即是你講的這句話，「因為那裏有煙」這句話，就引起他的智慧出現，就知道那

裏有火，是嗎？這個「因」，這句話叫做「生因」，是嗎？智慧的「生因」。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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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句說話之後，他就了解了，是嗎？在腦裏面了解了，在腦裡活動，這個腦的活

動、了解，就叫做「了因」，一個了。

譬喻我對你講話，我講的這些話是「生因」，你的腦聽了我的話之後你了解了，

你的智慧是「了因」，明不明白？這樣就兩個因了。為什麼有三個因呢？「因」不是

這麼簡單，不是「生起」這麼簡單的，我講給你聽，我的意識裡面包含三種東西，包

含幾種東西，第一，「義生因」，「義」即是道理，有個什麼道理？凡是有煙出現的

地方都是有火的，這個是道理來的，有了這個事實的道理，道理是「義生因」，不是

我創造出來的，我回答給你聽，而是根據這個道理講給你聽的，這個道理就叫做「義

生因」。

有個道理都可以的，如果我是烏凜凜的，連書都不讀的，我是文盲來的，雖有這

個道理，我都不能夠告訴你聽，所以，那個健全的腦筋有智慧，我的智慧就叫做「智

生因」，如果無智慧，雖然有「義」都沒有用的，但我有「義」，有道理了，我認識

到了，我又有智慧，我不講他一樣都是不明白的，所以最後才要怎樣？講出來，「言

生因」了，是不是「因」有三個？啊！你剛才不是問這個，你不是問三因，你問

「因」的三相，是嗎？

聽眾：三因。

羅公：三因就是這個，生因裡面有「義生因」、「智生因」、「言生因」。

這樣，這個生因然後才完結。所以佛家的理論周密，就是周密在這些，這個時

候，是不是我了解了！這麼簡單的？不是的，又分三個層次，要先解我這句話何解，

如果我講的是英文，你是法蘭西人，你就搞不定了，「言生因」，是嗎？聽不聽得明

白？「言生因」。那個「言生因」裡面有個內容的。

聽眾：「義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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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是「義了因」，無錯。「義了因」，了解義理，又要你有智慧才能夠了

解的，是怎樣？你補下去。

聽眾：「智了因」。

羅公：「智了因」，當我對你講幾句話，講給你聽，我現在拿著本《解深密經》在

講，而你要解都要怎樣？我所講的統統是屬於「生因」那邊的，你所得到的是

「了因」這邊的，是嗎？你是看《因明》那本書裡來的，是嗎？

聽眾：看了一下，不明白。

羅公：她說什麼？

聽眾：看了一下，不明白。

聽眾：看過一下。

羅公：剛剛看過一些，你一定的，你不明白才是正常的，你一看就明白，這就反而是

不正常的，是嗎？如果明白我還用吃你那兩件蛋糕嗎？

聽眾：1988年 11月 5日。

羅公：第五個復次嗎？

聽眾：是。

羅公：第五個復次就是說明，明知「三性」的勝利，了解「三性」，證得「三性」有

什麼好東西。

記住，現在整天譯那個 victory，就譯作勝利，何解這個 victory譯作勝利？原來

那些日本人譯的，日本人，那些日本留學生，本來很多是佛教徒，日本文字裏面有很

多佛教的術語，他拿起來英文的 victory那個字，他不知道譯作什麼好，於是他就怎

樣？在佛經裏面，佛經裏面經常講勝利、勝利的，勝利兩個字是佛教名詞來的，於是

就將佛家的名詞「勝利」就譯成了 victory那個字。現在講是好處，了解「三性」有

什麼好處？有很多人問的，這麼麻煩的，了解它有什麼好處？好處就是這樣，你看：

「善男子！若諸菩薩能於諸法依他起相上，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

無相之法」了。他說：善男子，如果一個人，如果一個菩薩能夠對於「依他起」，

「依他起」即是什麼？因緣和合所產生出來的有為法，即是在因緣和合所產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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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法之上，如果知道，有很多人，因為他有個無明，所以在那些「依他起性」的法

之上，他起執著。

例如我們的生命就是五蘊和合、眾緣和合而造成的生命的假體，變遷無常的，而

我們在我們的生命假體上面執著有一個實的「我」，有一個主宰的「我」，這個就是

什麼？在「依他起」的五蘊和合的生命假體之上，執著有個「遍計所執」執出來的

「我」，對自己的生命固然這樣執著，對於他人亦一樣起執，對於世界很多東西都起

執，有人覺得這個「依他起」的世界這樣複雜，這樣微妙，於是，於是用臆想想出，

一定有一個創造這個世界的作者了，這個世界的作者，這個就叫做「神」了。於是就

「遍計所執」，執出個神出來了，現在那些宗教家就固然這樣起執，科學家也一樣是

起執。

不過後來科學進步了，然後漸漸執著就少了一些，逐種解除了執。你讀一讀科學

家Newton(Isaac Newton 1643－1727)的生平，你會知道他有很多「遍計所執」執

的東西，例如那一段故事，雖然未必如此，他都是起執的，他執著什麼？他養兩隻

狗，是嗎？不知貓還是狗，一隻大，一隻小，他的狗要出去大便，就叫泥水匠替他開

兩個洞，給他兩個狗出去大便，他要度兩隻狗有大的有多高，小的有多高，叫泥水匠

造兩個洞，那個泥水匠替他造了一個大的，沒有造小的，造好了。他問：我叫你造兩

個，何解你只造一個？泥水匠說：先生啊！造一個大的，大狗能出，小狗就跟著能出

了！何解要兩個？

他沒有辦法明白，狗有兩隻，何解洞只有一個？他不明白。他即是怎樣？「遍計

所執」，執著有個實的數學公式，是嗎？頭腦公式化，執著，執，諸如此類。那些學

者、科學家、哲學家，都是執著，很多執著的，都是在那些「依他起性」上面起執，

起「遍計所執性」，如果一個人能夠對於「依他起」之上，對於這些「依他起性」之

上，我們知道，如實知道，「如實」兩個字是 really，確確實實地知道，有很多東西

是那些人「遍計所執」執出來的，我們不能要，如果一個人能夠這樣，「即能如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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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一切無相之法。」他就能夠了解，能夠確確實實地了解，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無相

的，連無相，「無相」者，根本就沒有體質，這個「相」者指體相，根本不存在的這

種東西，沒有實質的，「法」就是東西，無相的東西，這樣就不會起那麼多執著了。

沒有這麼多執著，如果你能夠這樣，我們的心就確實很清淨的。

第二，「若諸菩薩如實了知依他起相」，「依他起相」每一種東西都是怎樣由眾

緣和合造成？緣有幾多種？怎樣成？能夠這樣地如實了知，「依他起性」即是眾緣和

合所生的法，亦即是有為法，他若果能夠這樣，「即能如實了知一切雜染相法」了。

對於那些不純粹的，何解說「不純粹」？它會引起「遍計所執」的，所以它是不純粹

的，「雜染相」的法。這樣即是他這裡講，來到這裏有一個問題了，「依他起性」之

法有兩種，一種是清淨的「依他」，一種是染污的、雜染的「依他」，這裏明明是撇

開清淨的「依他」不講，是嗎？只講「雜染依他」，何解？他將「清淨依他」放進

「圓成實性」處。

「若諸菩薩」(如實了知圓成實相)，即是能夠證得勝義諦，「即能如實了知一切

清淨相法」。了知，他這個就是佛，是嗎？人人都可以做佛，即是人人都能夠對於

「三性」，三個自性是否能夠了解。好了，第六個復次，戊六，第六個復次，再說明

什麼？斷除這個雜染法，即是在「依他起性」之上，把那個「遍計所執」斷除它，這

樣的「依他起性」是無礙的，再進一步就是怎樣？斷除了之後，自然你就會做到什

麼？證得「圓成實性」。即是說你做功夫修行，在那裡？在「依他起性」之上修行，

在「依他起性」之上把「遍計所執」除去，再在「依他起性」之上除去「遍計所執」

之後，毫無執著的時候，這個就叫做「大用」，「大用」必定有「體」，你再在定中

證會你的本體。這樣的時候，你肯這樣修，我又用一句儒家的話來講，朱熹在那本

《大學序》裡面，它裡面有一句這樣的話，《大學補傳》裡面，直情就是佛味來的，

那些人說他是禪味，其實唯識宗也是一樣的講法，天台、華嚴都是這樣講法，「至於

用力之久」而修行，佛家也是，在這個「三性」修行裡用力，怎樣「用力」？

在「依他起性」之上，除去那些「遍計所執」剷除，久而久之你會怎樣？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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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豁然貫通」，好像平地一聲雷，到那時，初時就漸修、漸修，到一旦的時後就

頓悟了，頓悟了，我們就豁然貫通，那時「則眾物之表裡」，「眾物」者，即是宇宙

萬有，「表」就是外面，「裡」就裡面，一表一裡，「表」就一定是指現象界了，世

俗諦了，「裡」就指，不過我這樣解它，朱熹未必這樣解的，「裡」就指本體了，

「精」就本體，「粗」就現象界，一表一裡，一精一粗，「無不到」，都能夠滲透，

都能夠滲、滲入去，「無不到」，即是可以在修止觀，那個「無分別智」一起的時

候，對於這個宇宙本體，能夠把捉到。

那個「後得智」又把這個現象界能夠把捉到，無不到達。「而吾心之全體大用…

…」看這裡，朱熹又好像有唯心論的傾向，「而吾心之全體」，這個不就本體？「大

用」是現象界了，「大用」，那時，一旦「無不明矣。」佛家都是這樣。因為你用儒

家的這些來講，有時借用來講就分外明白些，用回我們中國人講的話來講就容易明

白。好啊！朱熹這一段。《大學補傳》裏面的。你們年青人有機會不妨讀一下朱熹著

的《大學》與《中庸》。中國人，在中國哲學史上，儒家就最正統，儒家的思想最缺

乏是什麼？兩種東西，哲學的部門不出三部門，第一就是本體論，即是玄學，第二，

認識論，即是知識哲學，第三，人生論，人生哲學，儒家的孔老夫子、孟夫子的那一

套，孔、孟、荀，對人生哲學，對人生論透徹到極的，對人生透徹到極，所以美國有

一位心理學家，這個人他說什麼？他說，我們讀一讀孔子的《論語》，孔子好像水晶

球一樣，滲透這個人生，把人生知道透的，我們讀一下《論語》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這樣，你們儒家就最缺乏什麼？人生論他真的滲透了，但是對於玄學，沒有一套形上

學的系統，玄學即是形而上學，但是一個哲學的 system，如果沒有它的這個，沒有

一個metaphysics的系統是不能成系統的，一定要有這個系統的。

西洋的那些哲學家，每一個大體系的哲學，大的 system，必定有他的一套玄學

的，有一套metaphysics，儒家變了缺乏。一定要拉拉扯扯就硬拉《易經》了，但

《易經》在以前到底是一本占卦書。這樣，於是要建立一套形上學的，建立一套形上

學的，真真正正把儒家的形上學，把儒家的玄學建立起來，我們說它是什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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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中庸》有一套好，《中庸》一出，於是儒家不只有人生論，有它的本體

論了，有它的metaphysics，就有它的玄學了。還欠缺方法論，有，有一些，但是組

織得不簡明，不夠齊備，儒家講方法論，methodism，講這個方法論，講得最好，

最詳晰而具體的，《大學》，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步一步地

那樣，到今日都還適用的，這個方法論，這樣《大學》一出，又有了它的方法論了，

於是儒家的哲學體系就很完整了，所以儒家的哲學不只是孔老夫子、孟子就可以完

整，一定要等《大學》、《中庸》也出了，然後才完整。

這個不過是我的看法而已，我不是專門研究中國哲學史，這是我的看法。這樣講

回這裡，講這個斷惑，記住，在「依他起」修行，如果你修行，一定要在「依他起

性」上做功夫的，你說，我在「遍計所執相」上面做功夫行不行？那你就死症了！多

一些執你不是死症？是嗎？所以在「依他起性」之上，剷除那些「遍計所執」，是

嗎？你說，那我好像華嚴宗那那樣，在「圓成實性」上作功夫可以嗎？你就入了掘頭

路(死胡同)了，「圓成實性」，勝義諦不可言說，你怎樣做？我問你怎樣做？是嗎？

所以做功夫不是在「圓成實性」那裏做的，還有那個天台宗，一念三千，這套是玄學

而已！怎樣？一念起的時候，牽涉很多東西了！三千，是呀！一念起就三千，你現在

起一念：我今天去跳舞，起一個念頭，起一念你知道牽涉很多東西的，牽涉到什麼？

首先牽涉你的錢包有沒有錢去跳舞？牽涉到你今晚有空閒去跳舞，是嗎？牽涉到你媽

媽生你的身體還強健不強健？如果你整個人連走路都走不起的，跳鬼跳馬？牽涉到健

康，是嗎？牽涉到你識不識跳舞？牽涉到這個環境的地方是不是禁止跳舞？有些地

方，大陸有些地方禁止跳舞的。很多，一念起就牽涉到很多的。

一念三千，是呀！一念三千，這個講，從認識論上，從玄學上講得通。任何一念

都有三千，是嗎？那又怎樣？一念三千又怎樣？知道了，是呀！一念三千知道了，是

呀！這樣很玄妙的，玄妙什麼？理是如此嘛！我們要證到現量，知道一念起就知道有

三千，你如何去證？我修止觀去證。你修止觀？你還不是幻想！我現在起一念，牽涉

很多，我現在假使起一個跳舞的念，就牽扯到媽媽生我的身體，牽涉到我的經濟，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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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很多的。這樣就觀了，觀了又如何？能成佛嗎？是嗎？磨磚不能作鏡，這樣在那

裡觀只是幻想而已，又可以成佛嗎？形上學的幻想是不能成佛的，你想成佛要斷煩

惱，一念三千的想法，斷不了煩惱的，如果不能斷煩惱，反而不及小乘修不淨觀還好

些，它還可以斷煩惱，反而不如那個老婆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她還有些實利，縱

使她不能夠往生，她現在心情都少一些煩惱，是嗎？

有什麼好處？你對生死輪回的解釋，你佛教是宗教，你要信生死輪迴，如果你連

生死輪回都不信的，你就失其宗教的意味了。那你如何解釋？一念三千解釋不到生死

輪迴的，是嗎？你說這樣，「圓融三諦」，一念起，俗諦，這個、這個「真諦、俗

諦、中諦」，一念起。

一諦、三諦同時一齊起，是，沒有錯，誰說不是？是嗎？是一齊起，那你又怎

樣？我入觀，修止觀，一念圓融，一念起，就要「一諦圓融三諦觀」。

是，觀到又如何？三諦圓融，是，現在觀得很圓融，那又怎樣？這樣能夠斷煩惱

的嗎？是嗎？你如果這樣，還不是一種幻想？從幻想，是嗎？從幻想，所以我說他這

樣的觀法，我就講得刻薄些，其實是幻想，但世界上要有些刻薄的人才行的，個個都

圓融，個個都父老那樣，不行的，是嗎？做戲都有些大花面才行的。如果個個都小

生，那就不成戲了，是嗎？好了，華嚴宗，觀，觀這個法界觀了，法界重重無盡，觀

到又如何？重重無盡又如何？能夠成佛嗎？我現在幻想。幻想有什麼分別？幻想它重

重無盡的世界，那又怎樣？你重重無盡就可以解釋到你的生死輪迴嗎？解釋不到。所

以說，他這種觀法是幻想來的。你的心會想，羅先生，你真是夠刻薄。是呀！我是相

當刻薄，但是對有些人，你不刻薄不行。你不要說刻薄，有時覺得朱熹，剛才講的朱

熹，你以為他是淳淳儒者，朱熹他有時講的話都很凌厲的，你們現在整天講「以牙還

牙」，是嗎？以牙還牙，這是世俗的講法，這句話的淵源是源於朱熹的一句話，朱熹

講一句說話，他說，對付那些人，對付那些認為他不妥當的，對付那種人，最好是怎

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中庸集註》)這句話是朱熹講的，「即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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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打開一拳，欺負我嗎？我就打回你，「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

有時你要這樣才行。這個是朱熹講的，很文雅的。好了，現在講回這裏。要在

「依他起相」之上做功夫。我現在又講一句近人的話給你聽，這句很有價值的。牟宗

三的老師熊十力，寫了一本書叫做《新唯識論》，現在有得賣，多倫多有得賣，《新

唯識論》，不過很難看得懂的，你國文程度要相當，後來將它譯成了白話本的，不見

它有白話本賣，只見有文言文的那本。開首有一本文言的，後來他的學生替他譯成了

一本白話的，現在我見到有文言文的那一本賣，白話文的那本我還未有發現。他有一

句話講得相當好，不過難解一些。「為己之學」，真正的學者，求學是為了完成自己

的人格，不是說為了想拿功名富貴的，這就叫做「為己之學」。

孔夫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代學者為了自己完成自己的人

格，現代的學者不是，為了替人服務，去了找地位。為己之學就「無事於性」，這個

真心，我們一味對住自己的真心，這個「性」是「圓成實性」，整天那裏抱住這樣去

修，無用。「唯事於習故」，「習」者，指這個有為法，妄心，在妄心處做功夫，只

是指「真心」，不需要在「真心」上做功夫，我們在妄心處做功夫，這就是「依他起

性」，「唯事於習」，只是從事於妄心處，何解？「修養淨習始顯性」，修養那些清

淨的「依他」，就自然顯示出了那個「圓成實性」的性能了。「修養淨習」顯性能，

「極有為始見無為，」我們修行，不是在無為法，不是在「圓實性」處，在勝義諦裏

面去修行的，在有為法的「依他起性」上去修，「極有為」，「極」，盡量在有為法

上去修，「始見無為」，自然你就證得無為，「盡人事乃合天德」，我們做人也是一

樣，盡我們做人之道，自然合於，這個「天德」不是上帝，這是自然之理，自然的

「天德」，「天德」者，這是「圓成實性」的本體。

盡了人事你自然證得本體，即是說，修行要在「依他起性」處修，不是在「圓成

實性」處修，盡人事做。所以學佛教徒修行，我們在做人上做一個好好的人，去修

行，至於那些整天去拜佛，禮佛、拜懺，那些是多餘的事，那些人，佛不在乎你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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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佛最富有，不需要你磕頭給他，不在乎。我再替佛黐(貼)金身會有福，有福？

能福幾多？你不如走去切切實，實實際際地做人，去埃塞俄比亞救那些沒有得吃的

人？是嗎？那些沒有得食的人，貧苦無依的，你去做一下那些，那些才是功德，盡人

事乃合天德，你日日走去佛殿磕頭做什麼？你說，羅先生，你就夠刻薄，說這樣不

好。不是說不好，是低級一些。

聽眾：拜懺呢？

羅公：什麼？

聽眾：拜懺呢？

羅公：也不需要，拜懺不如去埃塞俄彼亞那裏救人最好，拜懺？將拜懺的錢捐了出

去，你可以養活別人兩餐，拜懺來做什麼？

你的心本清淨何需懺悔？是嗎？心中有屎就懺亦唔(不)甩，是嗎？這樣豈不是那

些寺門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自然會有些人會養它的嘛！是嗎？如果都沒有了，沒

有那就由得它關門囉！佛又不是住在那裏，總之聽我講的，很多人就不開胃了，我就

〔認為〕不必，誦經、禮懺都是多此一舉。無聊的時候都好，好過你去尋花問柳，誦

經好些。

好了，講回本題，「善男子！若諸菩薩能於依他起相上，如實了知無相之法，」

即是知道「遍計所執」不是好東西，「即能斷滅雜染相法」；漸漸地將那個，雜染

者，即是將「遍計所執」全部撇清，這樣那個「依他起性」就變成清淨了，「斷滅雜

染相法」，這樣即是染污的「依他」不存在了，那個「依他」變成了「清淨依他」

了。「若能斷滅(那些)雜染相(的)法，即能證得清淨相法。」你自然就證得「圓成實

性」，證得勝義諦，不用整天在那裡，即是說，你整天成日念經、念咒都是多餘的，

聽不聽得下去？陳芷君，你是很虔誠的，是嗎？

22



聽眾：不是呀！

羅公：識解了？好了，下面結束了：結束，他答他的問了：「如是，德本！」

「如是」即是說，thus，這樣，德本啊！叫一聲他，「由諸菩薩如實了知遍計所

執相、(與)依他起相、(與)圓成實相(之)故；就能夠怎樣？就能夠「如實了知諸無相法

了。」是嗎？又能夠如實了知什麼？「雜染相法了」，又能夠如實了知「清淨相法」

了，三種都「了知」，就是佛了。「如實了知無相法故」，即是他能夠「如實(地)了

知無相法」，就能夠「斷滅一切(那些)雜染相法」了。

即是明知「遍計所執」不是好東西，你還撲過去？無人這麼笨的嘛！即是火會燒

手，你還伸手過去？不會的嘛！會縮手的嘛！「斷滅一切雜染相法」，「斷滅一切雜

染相法之故」就會怎樣？「證得一切清淨相法」。「圓成實性」為什麼有「一切」？

是因為有「體」、有「用」，清淨。他說：「齊此名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齊

此」，即是到了這樣的程度，到了這樣的程度，就叫做對於各種法說都能夠很善巧地

了解了，「善巧菩薩」。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那又怎樣？「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諸法

相善巧菩薩。」如來見到他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就說他確實有資格是一個「於諸法相

善巧了」。即是說，你這樣讀過之後，你見到很多修行的人，都不是「於諸法相善

巧」的，他未能夠「齊此」，是嗎？你會訪問我：你齊不齊？

我不「齊」，我都未「齊」。我講你聽未「齊」，如果「齊」，我就起碼是初地

菩薩了，是嗎？好了，講完了，結一首頌，結束這一品。一首頌：「爾時，世尊欲重

宣此義」，將上文的內容重新用一首頌詩再誦出來，「而說頌曰」：講一首偈，一首

頌。後來六祖就學到這套方法，講著講著就出一首他叫做「無相頌」的。「若不了知

無相法，雜染相法不能斷」；識解了？如果你不了解遍計所執這些無相(的)法，你想

將這個染污的「依他起性」改變它，改組它，斷了它，你是不能夠的。「不斷雜染相

法故，壞證微妙淨相法。」如果你對於雜染的「依他」，「依他起性」上的雜染法你

不能夠斷除，你就無辦法證得微妙的「圓成實性」之法了。「微妙淨相法」，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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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成實性」的相法。所以我們要怎樣？要在哪裡做功夫？

首先在「依他起性」上，認識哪些是「遍計所執性」，將它斷除，斷除了之後，

你自然就證得「圓成實性」。「極有為始見無為，盡人事乃合天德。」這是熊十力

的，熊十力雖然晚年捨佛歸儒，但是他講的話仍然是對的。現在怎樣做？我現在想在

「依他起性」上，我現在斬斷那些「遍計所執」又怎樣？修止觀，修止觀，只修止不

行的，要修觀的，只修止是像呆子坐在那裏，等於食麻醉藥一樣，食鎮靜劑一樣而

已！你一定要用你的智慧去觀，所以止、觀，止，以觀為〔目的〕，止不過是一種手

段，觀就是目的。他教，這樣你要修止觀，不是說在人生日用處修，沒有錯，你出來

亦要修，不過你要修止觀為主，每日得閒就修一下止觀，修止觀尤其是修觀，如果真

正是佛教是一致的。它這裡講觀，六祖都要講觀的，什麼都要講觀，般若波羅蜜多，

是嗎？遇上那個臥輪搞出說什麼？「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還有什麼？

聽眾：「對境心不起」。

羅公：「對境心不起」。

聽眾：「菩提日日長」。

羅公：「菩提日日長」。是嗎？六祖就是罵他了，是嗎？六祖要觀的，六祖是什麼？

「惠能沒伎倆」，是嗎？「不斷百思想」；來

聽眾：「對境心數起」。

羅公：「對境心數起」

聽眾：「菩提作麼長」。

羅公：「菩提作麼長」。

無「菩提」可長，整日起心，即是說什麼？成日磕頭固然不對，你整日說「菩提

長了」！「長了」！也不對！因為何解？你說有個菩提可長就是「遍計所執」，有菩

提可長，這不就是「遍計所執」？執有一個實菩提，那個「菩提」好像一棵樹那樣會

長的，這個不是傻人？下面，他說要修止觀，修止觀尤其主要是修觀，怎樣叫做修

觀？在那裡靜坐，修止修那個心，很澄靜的時候，在意識裏面將你所講的那套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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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復在那裡自己思維，觀，所以有些人不知道修觀的重要，以為「想」是打妄想，這

又是不讀書之過！那些中國修行人，動不動就說人打妄想，你才是妄想！你不是打妄

想，你食什麼？你食鎮靜劑。「不觀諸行眾過失，放逸過失害眾生；」「諸行」，

「行」者，即是有為法，即是「依他起性」。你在有為法的「依他起性」上，你不觀

察它，有很多「遍計所執」的過失，跟著這樣執，你就會怎樣？「放逸」了，你不去

修觀，「不觀」就是不去修觀，來觀那個「依他起性」上那些所起的「遍計所執

性」，你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你就「放逸」，什麼叫做「放逸」？見好，「放逸」即是放過，什麼叫做

「放過」？見到好事你就不去做，見到壞事你又不去除，就是放過，好事你應該要追

求的，你又先慢慢地，不追求，那就是放過，見到壞東西，你要快些撇，你又先不

撇，放過了，「放逸」即是放過，放逸，他說這樣就叫「放逸」，這種放逸的過失就

害死那些眾生，因為為什麼會害眾生？因為放逸就會懈怠，不修行，因為懈怠的緣

故，就會於「住法動法中」，「住法」者，修定，修止觀，「住法」，「動法」，散

亂，心散亂，心猿意馬，「住法」、「動法」兩相對比的，「無有」這是印度文法，

他直譯，於「住法」都無，即修止觀你不要修，「動法」整日散亂，「住法」、「動

法」無有。

「住法」無就「動法」有，「住」即是定，修定就沒有了，修定就沒有份了，散

亂他就有份了。這樣結果就會「失壞」了，「失壞」他的前程，「失」即是過失，

「壞」即是敗壞，他說這種人是「可憐愍」的。現在你十個佛教徒，起碼，不要講

多，起碼有四、五個合這個資格的，「懈怠住法動法中，無有失壞可憐愍。」這樣就

結束，即是說叫你們怎樣？修止觀，在「依他起性」上做功夫。下一次然後就講<無

自性相品>了。

聽眾：這個「遍計所執相」應該全部遣除了？

羅公：是遣除、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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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個「依他起性」需要不需要消滅才能夠證得「圓成實」？

羅公：什麼？

聽眾：如果證得「圓成實」，不消滅這個、這個「依他起性」，怎能證得圓成實？

羅公：哦！是，又觸發兩派的見解了，中國的唯識宗有古派與新派，古派就是梁武帝

的時候，與陳霸先的時候，陳朝，梁陳的時候，有一個真諦法師，他就譯了一

本書，叫做《三無性論》，他就主張什麼？修行要怎樣？先在「依他起性」之

上撇除「遍計所執性」，最後連「依他起性」都是執，不要！那時就證得「圓

成實性」了，與你老先生的思想一模一樣了，是嗎？這個是真諦法師之思想

也，不要小看你。真的。

聽眾：不對！

羅公：這樣，不對，不過這樣，玄奘法師就說他不對，他說他是對的，因為人各有一

說，他說，「依他起」，玄奘法師的解答是這樣：「遍計所執」自然要遣除，

不用講了，那個「依他起性」，你亦不能遣除的，你怎樣？因緣和合的嘛！你

怎樣遣？是嗎？你只要在它之上避免「遍計所執」便成，你說，那麼如何去證

「圓成實性」？於是他說，證「圓成實性」不是看 「依他起性」，「依他起着

性」是我們人生日用，不用灰身滅智的，不用的，只要做個好人就可以了！我

們日日做好人，做好人之中，每日我們找一個時間，得閒了，或者你退休了，

或者你得閒，你就要修止觀了，當你修止觀的時候，就把其他的現實的「依他

起性」很多都全部撇除了，你只是看到了自己，其他東西你看不到了，那是暫

時遣除了，只要它不犯你就可以了！暫時遣除，不過你暫時遣除它，你就入定

了，修止，修止的時候，有些微微的相，光明相的，是嗎？

這樣你就修觀了，觀「遍計所執」是空的，一切實我實法空的、空的、空的，這

樣就無「遍計所執」了。那個「依他起性」空不空？「依他起性」都要空了它，本來

就不需空，但是為了我證「圓成實性」，空了它！在定中空，是把那個「依他起性」

的那些 concept，那些概念與思想空了它，這樣就空的、空的、空的！這樣於是用空

來代表，那個空是一個概念，這個是「依他起」還是「圓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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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依他起性」。

羅公：「依他起性」，這樣即是空這個「空」字也是「依他起性」，都是要阻礙的，

連那個「依他起性」的空都要排除，排除兩個字又是「依他起性」，又是排

除，排除、排除、排除，排除到連「依他起性」都不要。

因為凡是「依他起性」都是一個我們的意識裏面，我們的識裏面的 image，一

個影子，既然是「識」的影子，都是障礙我們修「圓成實性」的，所以我都要遣除

它。這樣就在定中遣除「依他」，不是說宇宙萬有不理，不是說火燒燒到都說，這是

「依他」我不理！這個我要空了它！不是！在定中把那個「依他」的影子撇除，這樣

空了它，他說，當你這樣的時候，你所謂「依他」，你如果執著他不空，那個都不是

「依他」，那已經是遍計，你完全空了「遍計所執」，連到「依他」你都不執了，當

那個時候，你怎樣？「遍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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