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了，我們看，看回這裡，這樣就解釋了什麼叫做「相無自性性」呢？就是由

「遍計所執性」，另外一個角度假立的名稱而已。31頁，壬二了，解釋它的「生無

自性性」了，「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呢？這裏不用解了。「謂諸法依他起相」，也

就是諸法中的「依他起性」是也。「何以故？」為什麼呢？「此由依他緣力故有，非

自然有，」由於這種「依他起性」的東西，是「依他」，是依據其他的，即是除了它

自己之外其他的緣力，「緣」就是條件，是依靠其他各種條件的結合，然後才有這種

東西的存在，「非自然有」，並非是本然而有它的。現在的宗教家講的上帝就是本然

而有的，自然而有的，其他的東西就不是，要靠祂造出來的，非自然有。既非自然

有，所以它是什麼？

有是有，但是要眾緣結合才有，眾緣不結合就沒有，「非自然有」。所以叫做什

麼？「是故說名(叫做)生無自性性」了。因為要靠眾緣和合，「緣」即是條件，靠各

種條件配合然後產生它，所以它沒有它自己本來的本質的。識解了？識不識？講了

「勝義無性」了。解釋「勝義無性」，如果你不是聽講，你自己看，可能你明年今日

還未必能夠明白。但是你現在肯聽，五分鐘、六分鐘你就明白了，所以聽有這個好處

就是這樣。

不要自己氣餒，一本這樣的了義經，你在多倫多以前，自從那些 Indian，那些

所謂 Eskimo，那些由亞洲經過白令海峽那裡，渡過來這邊加拿大之後，到現在，到

現在為止，這還是第一次講，以前那些人都未必有這個福氣聽到，聽都要有福氣，沒

有福氣的聽不入的。陳獨漉即是陳恭尹(1631－1700)，廣東的詩人有兩句很有名

的，「崖(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這個是近代的詩的名句，(崖門謁

三忠祠：山木蕭蕭風又吹，兩崖波浪至今悲。一聲望帝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

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畏向蒼苔讀舊碑。 )這個就是他

的高祖父了，高祖叫做陳恭尹，他是陳恭尹的嫡孫，嫡系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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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可不可以寫這首詩出來看看？

羅公：什麼？寫這首詩出來？又看看，又考到我了。看一看，看看能不能默寫出來。

我寫給你，或者得。宋朝，你知道嗎？宋朝的宋帝昺(趙昺 1278—1279)就被

元朝的昏君去追，一路追，追到他去到新會。

聽眾：崖門。

羅公：新會，江門附近的一個地方。

聽眾：崖門。

羅公：叫做崖門，一個水涯，那些水很急的，那個叫做崖門，那些水很急很深的。

元軍，元朝的軍隊追到了，那個宰相就背著他，好像是陸秀夫是嗎？背著那個宋

帝昺，那個細路哥(孩子)八歲大，背著那個皇帝，背著他跳下海，還帶了那個玉印。

「崖門失璽」。這樣，宋帝昺就在那裡落水死的。幾百年之後的清朝初年，我們廣東

順德一個姓陳的，陳恭尹，這個詩人有名的，廣東清代三個詩人，三家詩他是第一

個，這樣他去到那裡就憑弔宋帝昺。憑弔宋帝昺就寫了一首詩，那首詩我就記得，好

彩！弱一點，因為何解？亡國了嘛！識不識解？識不識解陳芷君？

「山木蕭蕭風又吹」，那些山被風吹，吹到那些樹木，「蕭蕭者」，吹得很蕭

殺，沙沙聲，「山木」已經想枯竭了，已經秋天、冬天了，快要枯了，還被風再吹一

下，「山木蕭蕭風更(又)吹，」「兩崖波浪」那崖水，崖分上下的，上面的水高一

些，到下面的水高低一些，崖門，所以叫做「門」，兩崖即上崖、下崖，「兩崖的波

浪至今悲。」那些波浪都好像很悲哀那樣，過去我們的民族被亡的時候，那個皇帝在

那裡淹死了。

「至今悲」。好像那些水都為他而悲哀那樣。「一朝(聲)望帝啼宮(荒)殿，十載

愁人拜古祠。」「一朝望帝」，「望帝」即杜鵑，咕、咕、咕，那些杜鵑，杜鵑啼都

不是好事，一朝杜鵑在宮殿裡面一啼，就表示什麼？外國的那些軍隊打到來京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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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怎樣？一路走，走到廣東都要自殺，「十載愁人拜古祠。」以後，那些人得閒，

那麼「愁人」是誰呢？兩個不同的解釋了，要問他才知道了，那些「愁人」去拜了，

是嗎？

宋朝都亡了，是嗎？拜你都是那些，都是點蠟燭去拜一下其他的仇人，但沒理

由，仇人就沒理由去拜你的。第二個解，那個「愁」字是形容詞，愁的人，即很憂愁

的人，為了民族而擔憂的，有憂愁的人，那些有心的人，只有這種人來到拜祭你而

已。「十載」，三年不逢一閏，可能十年、八年才可能被某一個人路過去拜一拜你，

「十載愁人拜古祠」。「愁人」不是這個「仇」，應該是這個「愁」，我不記得，一

定係是這個「愁」，一定是這個「愁」，憂愁的人。「十載愁人拜古祠。」

這裏是敘事，是嗎？下面就寫景了：「崖(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

停舟我亦艱難日，畏向蒼苔讀舊碑。」崖是水而已，都有門，分上門下門，都還有界

線，上門下門都有一條分界的，但是我們的國家還有沒有？沒有了！任人出入了。

「江山無地限」，「限」者，那條 limit，我們的江山無一條界線，將「界」(限)開那

些是中華人，哪些是外族人，「夷」即是外族人，沒有界線，任由那些外族人來統治

了。這個老陳寫這首詩的時候是清朝，那個宋帝昺就被元朝追殺，元朝是蒙古人，清

朝就滿洲人，大家都被外國人統治，江山無一條界線限著，以前秦始皇都有一條萬裡

長城限著，你北方的人進不來，我們中國人也不能出去。

現在江山都無限界了，沒有界限來界開華與夷了，這兩句最有名：「崖(海)水有

門分上下，江山無地界 (限 )華夷。」不是無限那樣多，「限」即是界限的意

思，boundary。「停舟我亦艱難日」，今天我這個老陳來拜這個古祠，我坐艇來，

「停舟」，我亦很困難，我的生活都不是很好的，現在很不得志，「畏向蒼苔讀舊

碑。」所以我抹開那些「蒼苔」一路讀舊碑，一路心都怕。批評，孫中山個人很好，

聖人一樣，孫中山死了之後的那對輓聯，還有一個佛學家，歐陽竟無他也看不起孫中

山的，我將那兩條輓孫中山的對，寫給你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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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死了，章太炎寫得最好，孫中山的三千幾對輓聯，最好的，首屈一指就是

章太炎的那一對。那對輓聯是古今以來，第一流的、第一級的輓聯了。你不知道典故

就難解一些，它全部用典故來講的，借典故來講的，當孫中山做大元帥的時候，就反

對北方，反對袁世凱、反對段祺瑞執政的時候，他又曾經做大元帥，做非常大總統與

大元帥，自己在廣東那裡開一個總統府，就請章太炎做秘書長，所以章太炎當他是老

闆。當他是波士(boss)。自己是他的部下那樣。

他藉一個古人來譬喻孫中山，說他了不起，他不當他是聖人一樣，當他是一個與

古人差不多的人，三國的時候的孫權，又有力量維持住半壁江山，孫權，他也是姓

孫，「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豈曾忘襲許；南國本吾家舊物，怨靈修浩

蕩，武關無故入盟秦。」「孫郎使天下三分」，孫權有力量令到天下三分，人人現在

看就以為劉備、諸葛亮，其實沒有孫權，哪有天下三分？當時是孫權借給劉備的，才

搞出天下三分，是嗎？

所以這個「孫郎使天下三分」，讚這個孫中山，有本領，在南方開府，「當魏德

(初)萌」，當孫權的三國的時候，北方是魏，曹操死了，曹操死了之後，曹操將死未

死的時候，即是那個政權已經在曹操手上了，曹操一死，他的兒子來接著做了皇帝，

當那個「魏(的)德」，得江右的，「當魏德初萌」，「初萌」的時候，江南，孫權在

江南，「江左(表)豈曾忘襲許」；難道「魏德初萌」剛剛起的時候，難道孫權忘記

了？就這樣就服從魏朝了，不反對你了，是那樣嗎？他不會的。「豈曾忘襲許」，即

是時刻刻都希望有機會襲擊，「襲」者，乘你沒有準備，即刻撲過來打你，叫做「襲

擊」。

「江左(表)豈曾忘襲許；」「江左」即是「吳」，這樣就引古人了。即是現在你

孫中山死了，北方的段祺瑞執政，騙你，叫你進去，你又聽他的話去了北京，結果在

協和醫院死了，孫郎你確實有本領使天下三分，但以你與孫權不同，孫權當「魏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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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他不會忘記襲擊它，你孫中山都不會忘記，不過你現在被人騙了你去，搞到死

了。「江左(表)豈曾忘襲許。」

好了，講回這個南方的政府：「南國本吾家舊物」，我們南國廣東，是我漢族的

人的舊地方來的，你不應該，你不應該與蘇聯定一個約，容納那班共產黨進來國民

黨，就不應該接受蘇聯的軍火的資助，蘇聯派過兩個人來，一個是政治顧問叫做鮑羅

廷(1884－1951)，一個就軍事顧問叫做不知什麼？加倫將軍(1889－1938)，一文一

武來的，幫助孫中山。

章太炎就反對。他說，南國本來就吾家的舊物，你卻與它結盟，「怨靈修浩

蕩」，「靈修浩蕩」，屈原，屈原即五月節死的那個屈原，對楚國很盡忠的，楚國貶

了他之後，他寫了一篇《離騷》，裡面有一句，「怨靈修之浩蕩兮，」我埋怨我們的

君王，「靈修」指君王，「浩蕩」，「浩蕩」即是什麼？指心，那個心一點心計都沒

有的，「浩浩蕩蕩」那樣的，好像海量汪涵那樣。孫中山其人就是這樣的，你是我波

士，我替你工作，所以我是你的臣子，當時屈原就勸楚懷王，不要被秦國騙，秦國騙

楚懷王入去，結果楚懷王被關起來。

他說，我就勸你，我曾經勸你，第一勸你不要與俄國簽紙；第二勸你不要進去北

京，兩樣你都不聽，我「怨靈修浩蕩，武關何(無)故入盟秦。」就好像戰國時的楚懷

王，楚懷王由楚國入去秦，經過武關，入了武關想出來就不給他出了。這是用來譬喻

什麼呢？你與蘇聯簽了約，你現在就死了，現在共產黨就在這裡盤踞了很多地方了，

現在搞不定了，對它都搞不定了。

還有，你入了北京，段祺瑞叫你來開會，誰知你一去到北京就病了，病就生肝

癌，就在協和醫院死了，沒有的回來，只有死屍回來。你就入去北京就沒有得返出

來，與蘇聯簽紙，就與蘇聯結盟，搞到國民黨就頭大如斗，好似楚懷王入武關一樣，

手尾搞不定。我「怨靈修浩蕩，武關何(無)故入盟秦。」非常之婉轉委曲，我所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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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輓聯這是最好的。好了，你夠鐘了。

有一個人就揶揄孫中山的，那些人掛輓聯的時候就沒有詳細看、檢查過就掛起

來，但被人發現是揶揄孫中山的，就趕緊拿下來，有一對，好像是誰造的？我都不記

得了。揶揄他的，揶揄他什麼？直接罵他，他與蘇聯簽紙容共，同時他死了之後，人

人稱他做國父，那些人，有些就反對，第一不應該與蘇聯簽容共，第二不應該有「國

父」這個名稱。

「國父」是人家稱呼你就行，你居然由政府公佈要稱他做國父，這是不合理的，

完全不民主的。於是有一個人就說話了，掛起了，掛了之後，第二天就趕緊除下來。

「結約締蘇聯」，結約，與蘇聯締結，結約締蘇聯，「赤焰豈皆陳獨秀」，當時陳獨

秀是共產黨的領袖，人人說赤焰是陳獨秀煽動的，他這對是怎樣說，你孫中山與蘇聯

定約，人人都說共產黨的氣焰、火焰燒毀中國，你以為正只是關陳獨秀的事嗎？你孫

中山都要負責！

「結約締蘇聯」，「赤焰起」，焰是火焰的「焰」，「赤焰豈皆陳獨秀」。罵得

刻薄了些，是嗎？下面了，對尾是怎樣？「滿朝稱孫子，至今崇拜魏忠賢」。明朝有

個太監頭子，他最得勢時，那些臣子叫他做契爺。叫他做義父，小的就叫他做義孫，

滿朝的人，你想撈得起，能夠保身的，不搞出事的，最好就認做魏公公做契爺，做義

父了，做他的義子了。

他就以此來揶揄他，你孫中山死了，現在國民政府要尊稱你為國父，在中國歷史

上都沒有這些事的，只有那個太監，然後才是滿朝人稱他做父，你現在要全國人稱孫

中山做國父，當他是太監魏忠賢嗎？「滿朝稱孫子」，稱義子、義孫，「至今崇拜魏

忠賢」。估不到今日那些人居然崇拜魏忠賢。比作太監。這句就很刻薄了！掛了在那

裡！第二不知被誰看到，被一個新聞記者看到，為什麼有這句對的？就通知那些人，

趕快除(拿)下來。有這樣的對子。好了，我們看回這裡，一講到「勝義無自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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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兩種解法了，第一種，由「依他起性」又名叫做「勝義無自性性」，即是說何解？

因為「依他起性」是有形有象的，「勝義」是無形無象的，所以「依他起性」是

「勝義無」，這個「勝義無」即是「無勝義」的，在「依他起性」上是「無勝義」的

「自性性」，「無勝義的自性性」那樣解，為什麼這樣解都可以？可以的，因為是印

度的文法，「勝義無」就當「無勝義」，「勝義無的自性性」這個就是什麼？依據

「依他起性」來改個名，改「依他起性」叫做「勝義無自性性」，所以「依他起性」

亦叫做「勝義無自性性」，這本經就不要這個的，但當時有人這樣講，是嗎？他就引

了。

第二，我先講第二，第二就是這本經要的，真正要的，那個「圓成實性」是勝義

諦來的，勝義諦要用「無自性」，「無自性」即是空，用「無自性」的那種空的智

慧，觀空的智慧，用這種智慧觀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完全空了一切執著之後，自然

這個勝義諦就顯露了，這個勝義諦是用「無自性」這種觀所顯露出來的自性，「勝義

無自性」，「勝義無自性性」，這個勝義諦是要用「無自性」這種「觀門」去顯露出

來的，「勝義無自性性」。識不識解？聽得明白嗎？這樣第一個解就是癸一，第二個

解就癸二。我現在一讀癸一你就識了，一讀癸二你就識了。癸一，約依他起解「勝義

無性」。依據「依他起性」解釋「勝義無性」。你看看：「云何諸法勝義無自性

性」？先問，然後答了：「謂諸法由生無自性性故，說名無自性性；即緣生法，亦名

勝義無自性性」。

「謂諸法」，「諸法」即是宇宙萬有裏面，由「生無自性性故」，由於那些現象

界裏面那些眾緣和合的東西，它由眾緣和合而生，所以「無自性」的，這個現象界的

那些東西，我們就叫這些現象界的東西，說它是「無自性」的，因為它是「生無」，

他說，這些這樣的「無自性」的東西，即是什麼？即是緣生法，即是眾緣和合而生的

東西，即是「依他起性」，這即是說，這個「依他起性」就是「無勝義」的，即是緣

生法亦名叫做「勝義無自性性」，即叫做「無勝義(的)自性性」，聽不聽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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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㪐㩿(艱澀)的了，是嗎？聽不聽得明白？盧茵？「何以故？」何解「依他起

性」又叫做「勝義無自性性」呢？「何以故？」「於諸法中，若是清淨所緣境界，我

顯示彼以為勝義無自性性」，一句。為什麼呢？依我這本經的意思，「諸法中」，即

是宇宙萬有之中，「若是清淨所緣」，如果是那種境界，是「清淨的所緣境界」，什

麼叫做「清淨所緣境界」？當我們的智慧，「緣」者，認識、攀緣，當我們的智慧認

識、攀緣這種境界的時候，自然就會離開煩惱的。

意思即是什麼？當我們證到真如的時候，我們就一切執著都會沒有了，逐漸消除

的，所以那個真如是清淨的所緣，能夠令到我的心清淨的那樣的「所緣境界」，「所

緣境界」即是什麼？所了解的對象，「所緣」，所緣即是境界來的，所緣即是境界，

「清淨(的)所緣境界」，一個解法；第二個解法，「清淨」是指我們的智慧，那些無

漏的清淨智慧所緣的那種境界，亦得。

但是以第一個為正確的解，這個解就㪐㩿(艱澀)些。「清淨所緣」者，這種所緣

境，當我們緣了它之後，都會令到我們的心清淨的。這個是正統的。第二個解就是後

人，硬加的，為便利起見加的。「我顯示彼以為勝義無自性性」，我，「顯示」即是

指出，我指出這樣的，我們正式說它，這個清淨所緣境界，我就說它是「勝義無自

性」的，這個才是真的「勝義無自性性」。

「依他起相非是清淨所緣境界，」何解我要說，那個「清淨所緣」即是「圓成實

性」了，是「勝義無自性性」呢？因為那個「依他起性」不是「清淨所緣」，因為我

們整日攀緣「依他起性」，那個「依他起性」的〔境〕不會令我消除煩惱的，不會令

我們的煩惱清淨的，以這種「依他起性」來做所緣境界的時候，就不會令我們消除煩

惱的。講到這裡，這是第一個解釋才妥當，「是故亦說名為勝義無自性性」。

他說，基於上文所講的道理，有一些人就將那個「依他起性」，很勉強地說它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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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勝義無自性性」，我就不會這樣叫的。意思就是這樣，聽不聽得明白？難不難

解？你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嗎？不難解，是嗎？不過都是屈曲一些，即是沒有了

這一段就很清楚了，其實這一段要來沒有什麼用。是嗎？講了又不要的，這些正式好

似什麼？遠參法師所說的老鼠膠，講來做什麼？是嗎？因為大概當時的人是這樣解

釋。

癸二了，這個是他的意思了，「圓成實性」才是「勝義無自性性」。你聽不聽得

明白？「復有諸法圓成實性(相)」，「復有」即是還有，一切法中的那個真如，「圓

成實性」，即是真如，亦名叫做「勝義無性」。亦叫做「勝義無性」。其實這個才是

他的意思，即是釋迦佛的意思。「何以故？」為什麼呢？

「一切諸法法無我性名為勝義，亦得名為無自性性」，何解呢？「一切諸法」，

如果我們在一切事事物物之中，我們觀它，用我們的智慧去觀它，觀它什麼？觀它是

無我的，無實我的，空的，那個「我」字當它是自己本身的、自己的實體那樣解，沒

有實體的，這種這樣的觀，這種觀，「無我」就是那種觀的名，「無我觀」，用「無

我觀」所顯露出來的那種實性，那個本質，那個「圓成實性」，就叫做「無我性」，

明不明白？

無我性即是說什麼？用無我的智慧所顯露出的那個實性，叫做「無我性」，無

我、無我、用無我的智，叫做「觀智」，用「無我觀」的那種智，那個「體」字解實

體，實體即是什麼？實在、即是 reality，用無我觀的智，一路修觀撇除「空」的、

空的、空的、空了一切執著，連最後那個「空」的概念都空了，那個 reality叫做

「無我性」。叫做「法無我性」。一切法都無我的那種性。這個「法無我性」就叫做

「勝義」，但這個「勝義」又有一個名叫做「無自性性」，何解？

這個勝義是用「無自性」這種觀智所顯露的，這樣就叫做「無自性性」了，照這

樣即是說，「勝義無自性性」，即是這個「圓成實性」又是勝義，又是「無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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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個何解我們要叫它做「勝義無自性性」呢？你看它：「是一切法勝義諦

故，」兩個理由，第一個，「是一切法勝義諦故，」第二個理由，「無自性性之所顯

故。」第二個理由。所以就用這個名了，叫做「勝義無性」了。第一個理由是何解？

是一切法中的勝義諦來的，所以叫做「勝義」。

何解又叫它做「無自性性」？「無自性性之所顯故。」這種用「無自性」的那種

智慧，這個「勝」者，指那種智慧，「無自性(的)性。」用這種智慧所顯露出來的，

或者用「無自性性」這個名詞所指示出來的，「無自性性」這個字就猶如那隻手指，

那勝義諦就猶如那個月，那隻手指用來指示那個月，循著「無自性性」這個名，我們

就去顯示出那個月，這個解釋更好。

用「無自性性」這句話，所顯示出的那種東西，好像用手指去指那個月來告訴

你。「由此因緣，(亦)名為勝義無自性性」。這個「因緣」當「緣故」，由於這個緣

故，亦名叫做「勝義無自性性」，這樣就明白了。是嗎？這樣，我思疑(估計)大概好

像徹頭徹尾明白了？起碼有一半人以上了解了這個，有沒有人不明白？

我就當你像細路哥(孩子)那樣解。明白了之後，下面就講譬喻。譬喻就將來才

講，讀完那幾句《心經》之後，解完了之後，我就將那個《心經》教你們讀，等你們

個個，希望，希望有一半人，有膽抓住這個講義去講《心經》，但當你們講的時候，

就不要說：我拿住羅老師所刪的那個圓測法師的《疏》來講的而已。你這樣講，第一

就他就看輕你，他不恭敬你，第二就說，我都會了！我都會看了，他不知道自己看不

通的。是嗎？

聽眾：1988年 12月 10日。

羅公：他就這樣講，上文就這樣講，那位勝義生就問佛，是嗎？

他說，剛才佛，你又講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不出三類，是嗎？叫做三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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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種是「遍計所執自性」；一種叫做「依他起自性」；一種就屬於「圓成實自

性」。這樣就包括了全部，宇宙萬有都包括了。但是我以前又聽到你這樣講，你說

「一切法皆無自性」，你說講「三自性」，三種「自性」，你以前又講過，說什麼都

「無自性」的，「自性」即是本質，本質即自己的實質，你以前在那些《般若經》裏

面就說一切東西都「無自性」的，「無自性」不即是空？無實質的就是空了，是嗎？

即是等於說，你個口袋裏面沒有錢，就是無了，就是無錢了，即是空，是嗎？你

又說有三自性，一會你以前又說「無自性」，好像自己矛盾那樣。你說這樣，你怎樣

講呢？你說「一切法皆無自性」，不止「無自性」，一切法，即使宇宙萬有都「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不止「無自性」，「無自性」就是空，

還「無生無滅」，本來就是無煩惱的，「本來寂靜」，無煩惱紛擾的，無煩惱、無生

死輪迴紛擾的，「自性涅槃」，它本然就是涅槃的，不用求的，你又這樣說。

這樣我就不明白了。於是佛就答他。他說：我講「一切法(都)無自性」不過是一

種什麼？「密意」的講法，什麼是「密意」？即是暗示的，即是有保留的，我沒有全

部講給你聽的，不全部講給你聽。他說，我所謂「一切法都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

寂靜，自性涅槃。」全部都是依據「三自性」來講的，即是依據「三自性」來講的，

不是離開「三自性」之外，有所謂「一切法無自性」。我怎樣講呢？我依據「三自

性」，由「三自性」的正面就看出是「三自性」，反面看就看出了「三無性」。

所謂我就依據「三無性」就說「一切法(都)無自性」，又「一切法都無生無滅，

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我完全依據「三自性」來講，離開「三自性」無所謂「無自

性」，無所謂「無生無滅，自性涅槃。」怎樣依據呢？上文這樣講，他說，我分開兩

段來講。看不看得到？「一切法皆無自性」即是什麼都空，一切皆空！一句話。「無

自性」就即是空，一切皆空，現在你們這些人，整日一開口就是四大皆空，一切皆

空，「一切法皆無自性」就是一切皆空。一節。下面那兩句呢？「一切法皆無自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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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無生無滅」。

羅公：一切法皆無生無滅，這個主詞分開了兩段的，這個「無」這樣寫就可以了，不

用寫到十二筆那麼多。我教你寫，寫行書，一撇一劃，就這樣就得了，是嗎？

這裏一、二、三、四、五，這樣，這樣又怎樣？一畫代表這裏，豎三棟(III)，減

省了一棟(I)，就慳了一筆，省了一筆，這裏就一劃了，這裏就四點，這裏五筆的，於

是這裡又怎樣？要寫一點點代表這一畫，四點，就是「無」字。是嗎？最好寫這個，

又容易看，所有人都識看的，只是看這一截就知道是「無」字了。慳好多筆，所以寫

不要寫全部，「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即是分兩截的，是嗎？意義上分

兩段，所以你聽與不聽就差了這一點了，你如果自己看，你不知道會分開兩截的，要

將它 analyze(分析)分兩截。

這樣，兩個自性，是嗎？「自性」這個名詞有兩個，兩個的，但是兩個的用法不

同，「自性」，這個是 noun，是名詞來的，self nature，「自性」，這個不是

noun來的，這個是什麼？adverb來的，naturally，naturally，本然的、自然的，

不用加以人工的，本然就是這樣的，一個 adverb，所以，你如果是以為自性就一定

是本質了，原來這裡不是當本質的，本然地，這個就是本質，這個當實質、本質，本

質即是實質。這個譯作本然地，那個英文的那個 ly，那個 ly字，中文國語就是

「地」，如何地，這就兩截了。我就是依據三自性來講的，三自性就是實的，這個講

法是密意，有保留的講法，是用來破別人的執著的。

好了，來到這裏，何解你說三自性，不是！何解你說那個「空」等於「三無性」

呢？即是說這樣，「空」字很籠統的，空呀！空呀！很籠統，那個「空」有三種不同

的空法(狀態)，不同的，三種不同的「空」法，叫做「三種無性」，即是三種空，你

聽不到(明白)了？是嗎？聽不聽得到(明白)？你要有一段時間才聽得到(明白)，如果你

得閒，你一路聽，聽到三次之後，你就真真正正聽得入了(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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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一兩次聽不入你就放棄，初初你就聽不入，現在聽到了，是嗎？聽得多就

可以了。他說，我分開兩層來講了。你說，所謂三無性，所謂空不外是三無性，是

嗎？三種不同的空法，而「三無性」，現在不講空，講「三無性」，就當講空了，好

了，「三無性」又怎樣來的？不是另外有種東西叫做「三無性」，「三無性」即是

「三自性」，「三自性」是在正面看，「三無性」是在反面來看而已。

即是角度不同而已，聽不聽得明白？好了，你這樣講法，接下來人家就會問了，

所以講經就等於講哲學一樣，你要提防別人問你，為什麼？為什麼？一路這樣問你，

你就會吃不消的，別人會問。你說依據「三自性」就建立一個、假立一個叫做「三無

性」，怎樣假立法？麻煩你講給我聽，別人會這樣問你的。是嗎？如果你準備出去說

法，出去講課，你要準備這套東西才行，這樣，現在我講了。

依據，依據什麼？依據「三自性」裡面的第一個自性，叫做「遍計所執性」，是

嗎？我就依據「遍計所執性」就假立一個「三無性」的名稱，不是！假立一個「相無

性」的名稱，何解？「遍計所執性」是我的那種虛妄的心，執著它有而已，本來沒有

的，「體」、「相」都無的，於是我就依據「遍計所執性」，就假立一個名稱叫做

「相無性」，即是「體」、「相」都無的那種自性，聽不聽得明白？然則，所謂「相

無性」就是「遍計所執性」，是嗎？

好了，我又依據，「三無性」的第一種叫做「相無性」，第二種叫做什麼？「生

無性」，「生無自性性」，第二種是「生無性」，因為眾緣和合而生，所以它的本質

是沒有的，是完全由緣決定它的，好了，所謂「生無性」是依據什麼？是依據「依他

起性」來假立的，「依他起性」即是說世界上的這些東西是要因緣和合、眾緣和合然

後出現的，這種東西既然要靠眾緣和合然後才出現，所以叫做「依他起性」，依據

「他」來到生起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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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既然它是依他而起的，它即是一定無本質了，既然無本質，何解它沒有本

質？因為「生無」，因為它要靠別人而生，所以它不是本然有，就叫做「三無性」，

然則所謂「生無性」者，即是「依他起性」，這樣即是說，佛剛才就講，我依據「遍

計所執性」就假立一個叫做「相無性」；我又依據「依他起性」來假立一個名稱，叫

做「生無性」。是嗎？那個假立又依據什麼呢？三性裏面有一個叫做「圓成實性」，

我又依據「圓成實性」來假立一個名稱，叫做什麼？

聽眾：「勝義無性」。

羅公：「勝義無性」。何解？因為這個勝義、真如，勝義是即真如，真如裏面沒有一

切執著的，沒有這個「遍計所執性」的，「無性」者，無「遍計所執性」的執

著，一切執著都沒有的，所以「勝義無性」。是嗎？這樣，又可以這樣說，這

個「勝義」即是真如，是完全沒有了執著而顯露出這個真如出來的，叫它做

「勝義無性」。聽不聽得明白我講？「勝義無性」。這即是說，所謂「一切法

皆無自性」就是什麼？就是三種「無自性」了，是嗎？這樣就解釋了這一段

了。是嗎？這樣又說，「一切法(都)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這句

又怎樣講法呢？就未講到，是嗎？

聽眾：未。

羅公：未講到。這個講義就講到 31頁止，是嗎？32未有，是嗎？

聽眾：有了，32頁有了。

羅公：有了，是嗎？我的這一頁飛了去那裡呢？32、33都有了，是嗎？32未講，是

嗎？

聽眾：31頁都未講完。

羅公：31頁未講完。解釋了一段了，是嗎？

第二段就又要解釋它了。你又說「一切法都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又怎樣來的？他說：「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都是在「三自性」

上假立的，是嗎？何解假立？一會就講了，現在未講之前，我給一些消息你，等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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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聽就明白一些。既然一切法都「無自性」了，既「無自性」了，就即是空了，「無

自性」就沒有了，既沒有了，又何處有生？有才有得生，譬喻你說，她都沒有兒子，

你又說她生了兒子？她有兒子然後才能生兒子，是嗎？無生，既「無自性」就何得有

生？既無有生又何來有滅？所以「無生、無滅」。是嗎？既然「無生無滅」，那裡有

煩惱？有那些東西才有煩惱，都沒有那種東西，何來起煩惱？既沒有煩惱，那何來有

生死輪迴？所以本來就是寂靜了。

你說，我們整天起煩惱是什麼？你以為起煩惱，你執著說有煩惱而已，你執著說

我會起煩惱，我又有煩惱，你有這種執著你然後〔才有〕，如果你不執著，你根本就

沒有煩惱，根本你就不會起煩惱，就「本來寂靜」。既然本來寂靜了，又何須去求涅

槃？它本然就是涅槃，「涅槃」者，無生死輪迴的狀態。聽不聽得明白？這種東西都

是依據、依據「三無性」來講的。下面就講了，詳細解了。聽不聽得明白？你聽得明

白嗎？佛法中，何解我這麼長氣來解釋這裏？這裡是最難解的，你一了解，別人講

空，你就知道他講什麼，意義是怎樣你就全部都知道，他有沒有講錯？你自己內心有

數，是嗎？

你如果明明知道他是執著的，他只得口講，其實他不是很了解的，你問他，問他

你就可以試驗一下他，是嗎？你說這種東西空不空？這種東西空不空的？那杯水空不

空的？空的！四大皆空嘛！那杯水是空的。好，水空的嗎？空的有沒有？既然空的，

就沒有了？是嗎？無的！好，沒有嗎？麻煩你，我拿甕水出來，請你飲完它，空的！

沒有的！你說，不行的！搞到肚脹。那你又說空？是嗎？你解。然之後「空」有多種

空，是嗎？「空」有多種。

幻想的這種，沒有的，幻想個齊天大聖出來，又是空，一隻真馬騮 (猴子)又是

空，幻想齊天大聖，拜它，會吹乒乓，會整到人肚子痛的，那個齊天大聖是假的、空

的，但是你買一隻真的馬騮來，會吃飯，會跳的，都是空的。大家都空了，有什麼分

別呢？如果他講不出的，他即是沒有資格講課的。是嗎？幻想，拜神婆所拜的那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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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聖，那個假馬騮(猴子)是「遍計所執性」嘛！那整隻會搶東西吃的馬騮(猴子)是

「依他起性」來的。

都是「空」，但是空法不同，是嗎？那個拜神婆所拜的那個，座上你們一定不會

有拜神婆，拜神婆不會走來我這裏聽的，第二次，聽了半堂課她就要走了。是嗎？所

以我不怕得罪了。這個齊天大聖是「相無性」來的，這個「相無性」是依據「遍計所

執性」假立而已，是嗎？但是那隻會吃東西的馬騮就不是了，有馬騮公、馬騮乸(母)

生牠出來的！那隻是眾緣和合而生的，那個是「生無自性性」來的，是嗎？這樣「生

無自性」不就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不是完全空的，是嗎？

不是完全空的，不同的，為什麼？其實都是幻有的，這隻馬騮仔，今日這隻馬騮

仔五磅重，再過兩日牠就會七磅了，五磅與七磅就已經變化了，已經不是那樣子了，

即是時時刻刻都會變的。再過些時間，譬喻馬騮得十歲大就會死了，第十一年你找要

找那隻馬騮，真的要替它執骨了，是嗎？沒有了，都是沒有的，即不是實在的。不是

實在，那何解會有隻幻的馬騮？不止這樣，馬騮固然是幻，人都是幻的，這個地球都

是幻的，這個太陽系都是幻的，何解有這些幻東西出來呢？

然則是否是完全沒有的？又不是，我們確實是見到有的，又見到有，又是空的，

不實在的，然則這個宇宙、這個人生，到底是不是，你說它無又不是，說有的也不

是，到底怎樣搞呢？答案是不是沒有，最後的實質不是沒有，如果最後的實質無，又

怎會幻變出這麼多東西出來呢？是嗎？既然幻變出五花八門那麼多東西，一定有些實

質的，猶如那個海，太平洋如果沒有水那裡有波浪騰沸呢？是嗎？所以實質不是無，

不過這個實質是無形無相，哲學上叫它做「本體」，叫它做實際，叫做 reality，道

家叫它做「道」，佛家叫它做什麼？叫它做真如。何解叫它做「真如」？

「真」者，這不是假的，馬騮是假；齊天大聖也是假，什麼都是假，這種東西不

是假，所以稱之為真；「如」者，永恆不變的，那隻馬騮漸漸地，餓牠兩天就少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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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餵多些好東西給牠吃，牠就重兩磅，變的，整天都變的。但是這個真如，這個

reality是不變的，常常都如此的，才稱之為「如」。叫做真如。

這個真如是什麼？又叫做「圓成實性」，「圓」者，無乎不在，到處都有它的，

「圓」，圓者「遍」也，普遍地存在；「成」者，不滅的，什麼猴子都變，這種東西

不變的，這種東西會變就不得了了！是嗎？這個宇宙都沒有了！基督教的人，那些以

色列人，那些猶太人很聰明的，他們知道有一種這樣的東西，有一種實在，但是當時

那些人程度不夠，不了解，於是他們怎樣？將那個宇宙萬有，那個「圓成實性」，那

個真如，將它來濃縮，縮成一個叫做什麼？叫做「上帝」，這樣那些人容易懂，這個

世界都是祂造的，那個意思就是什麼？

由這個實在的真如顯現出宇宙萬象，上帝會有手有頭的，會拿塊泥整個阿當出來

的。這些是執著。是嗎？其實意思即是什麼？一種譬喻，譬喻什麼？「上帝」者，譬

喻這個真如，創造這個世界，創造就是由那個真如做實質，呈現，呈現，呈現即是英

文的那個 present，real present成為宇宙萬象。

我講「圓成」，「圓」者無乎不在，「成」者永恆，「實」者不是假的，「性」

就是本質。「圓成實自性」。這個「圓成實自性」是無形無相的，記住，你不要這樣

駁：無形無相的東西都會有？有形有相不行嗎？不行，本體一定是無形無相的，何

解？凡有形有相的，什麼叫做有形有相？什麼叫做有形有相？你解。什麼叫做有形有

相？陳芷君，你講什麼叫做有形有相？一定是怎樣？要不就是肉眼看得到，是嗎？

眼看不到，用耳聽得到，是嗎？都是形相了，用鼻嗅得到，都是有形相，用舌嘗

得到，也是有形相的，用身摸得到，都是有形相，甚至我閉上眼睛想，想到一個框，

一個圓，都是有個相的。有這些相，凡這個相都不是本體，不是「道」，不是真如。

何解？它是現象來的，這些是 phenomena，有形有象，摸得到、嚐得到的，就是

phenomena，phenomena都是由本體呈現的，所以本體一定是無形無相的，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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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明白？你說本體是有形有相的，講不通的，是嗎？

所以，從前我們有些老人家讀過一本書，叫做《成語考》(明代程登吉)，又叫做

《故事瓊林》，然後叫做《幼學瓊林》，你有沒有讀過？開首第一句就是什麼？「混

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本來就是什麼？

這個世界沒有的，本來就一團混沌，現在餛飩兩個字就是這樣來的，雲吞呀！雲吞

者，外江人叫做餛飩，餛飩者，就是渾渾沌沌一團的樣子，凹凸不分叫做渾沌嘛！這

個世界本來就沒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渾沌一團，一堆東西的，其實這種講法又

是什麼？在佛家來看很蠢的，渾沌即是有團東西了！有形有相，有形有相又怎會是本

體？是嗎？所以不通的，「混沌初開，乾坤始奠」不通的。不過又不是那個……

聽眾：它可以說那個「混沌初開」是說這個世界成就的時候。

羅公：即是最初……

聽眾：這樣即是有了，有這個世界就有物質囉！

羅公：這個不是本體。

聽眾：是不是本體，不過它是「依他起」的嘛。

羅公：是，渾沌是依他起，但始終講不到圓成實一定是無形無相，是嗎？一定是無形

無相的。

所以到了《易經》講那個太極，好一些，「太」者，很遠的，很早的，「極」

者，一路盡頭，這個是「第一因」來的，那個 first cause，這個太極，都已經是不妥

的了，「太極」都是有一種東西的，都是不是好。所以後來就精(聰明)了，思想又聰

明了。周敦頤(1017－1073)那本《太極圖說》一開首：無極而太極，這裡聰明了，

宋朝的那個周敦頤做了一本叫做《太極圖》，「無極」者，無形無相的，「而太

極」，有一種積極的作用，那個太極一路變出宇宙萬有來的，即這個真是宇宙本體，

一方面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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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想是與《大乘起信論》差不多了，「無」就是這個不生不滅的無；「太

極」就生生滅滅的。《大乘起信論》這種思想，是中國人的思想就是這樣。印度是分

開來講的，不會「無極而太極」的，「無極」就講無極，講「無極」的時候就不講太

極，印度人是這樣的，講太極的時候就不講無極。這個無是「無」的方面，太極是

「有」的方面，無極這個「而」字是什麼？那個「而」字很難譯的，你譯做 and的

and不行的。

聽眾：不是，不行的。

羅公：這個無極，要怎樣？comma，that is,即時，那就是這樣的。

這個太極即是無極，這樣它就變成無過失了，太極你就說它好像有種東西，他說

「無極」，一方面是「無」，一方面是「有」。「無極而太極，」所以，劃太極，那

些八卦的，整的時候整了一個什麼？擋煞的那個八卦不就是那個太極了！是嗎？包

公，做電視的包公，不就是畫個太極在那裡？這個是什麼？

聽眾：陰陽。

羅公：一陰一陽嘛！

一陰一陽是一方面一無一有，一陰一陽，一無一有。所以這個圈就代表無極又可

以，這個一陰一陽就代表太極了，後來有不知所謂的人就整多兩點在這裏，這樣就兩

條魚兩隻眼，這個最無聊，整兩點在這裏，好看而已，是嗎？你現在走去香港，這裡

就不知道，香港有種飯叫做什麼？太極飯是嗎？一碟飯，一鍋飯出來，一半是茄汁，

茄汁的，另一邊是給白汁的，就是太極了！這樣他整兩粒東西在那裡，現在那些八卦

都整兩隻眼在那裏的，這個無聊了！整兩隻眼在這裏，那些叫做不知所謂！

聽眾：這是道家才有的。

羅公：道家，道家，其實道家它搞不出經典，道家就有、道家就無這兩個的，道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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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出兩個點來的，道家與道教不同。

道教就是漢朝以後，那班神仙學與講陰陽的那班人搞出來的。道家就不是，道家

是老子、莊子戰國的時候，這樣道教整了出來之後，一路經過南北朝，一路到了隋

唐，因為佛教陸續傳入，它在佛教處取些、取些，取了很多東西，甚至佛教密宗的那

些人，那些密宗法師用那些楊柳枝來點水，他們道教也拿了它們的，用楊柳枝，是

嗎？佛教有所謂什麼「天龍八部」，它又整出一個有翼的雷公，整了很多在道士觀裡

面，學足了「天龍八部」的那些。是嗎？佛教有個準提菩薩，它又整個斗母，斗母

呀！現在那些說拜斗母很靈驗，斗母就是從佛教裡取的準提菩薩，因為千手千眼觀音

他的手太多，就未曾拿到，道教沒有千手千眼，斗母就即是將準提菩薩來變的。聽

眾：那綠度母是什麼？

羅公：綠度母？他不知變了什麼？我又不知呀！

聽眾：綠度母咒。

羅公：綠度母咒是密宗的，不是，道教沒有拿他，道教不是，綠度母是度化眾生的

「度」，不是那個「道」，不是道教的「道」。

道教，道教是很膚淺的東西，稍為有知識的，很多人都不信的，學好佛教就很

好，但是他又修道，他怎樣？他說佛教不用學了，念阿彌陀佛就夠了。但是阿彌陀佛

就不保佑我們長生的，想保佑我們長生要在道教裡面找。這個人是這樣。他說，我念

阿彌陀佛，但我又不想那麼快走，他這樣的。他想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他還是學唯識

的。念阿彌陀佛，講就講唯識，念就念阿彌陀佛，好，這樣的確是好的，修呢？他要

修道教，修道教修內丹，好，修內丹修得很好，現在都未死，成 90歲。是什麼？上

海的有名的律師叫做朱芾煌(1885－1942)，此人於辛亥革命他很有功勞的，不過他

不居功，在上海做律師，朱芾煌。這個不是讀「佩」的，讀「費」的，他一世在佛教

處貢獻什麼？有一套叫做《法相辭典》，現在這裡好像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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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

羅公：是嗎？《法相辭典》他編的，四大冊《法相辭典》，但是他怎樣？他說：理論

就是佛教，佛教沒有說能修我們長命。

聽眾：要那麼長命做什麼？

聽眾：對！

羅公：他又要念阿彌陀佛，想生極樂世界，但他又不想那麼快去，他說，我要先為人

間做多些事。這樣就走到道教處找了。他了不起！修得很好。他現在整整九十

歲，都很不錯。

聽眾：他有做了些什麼？九十歲？

羅公：修內丹，打坐，通三關，通三關。

這樣，寫了一本老子的注，叫做《老子述記》，完全用佛經來解老子的，《老子

述記》，現在都脫版了，如果有人想要，將來我返香港，我可以影印一分給你的。

《老子述記》，他就怎樣？這樣了不起？他能夠有驚的時候，我不驚！他那道氣一

沉，沉回丹田處不動，就不驚的，他在峨嵋山住，去峨嵋山修道，抗戰時去峨嵋山修

道，夜晚這樣好的月色，想走出去行一下，與一、兩個人行，忽然間，呼！那邊一對

眼好像燈那樣，原來老虎出現！那個人快些走，就跌落在坑裡，他就即刻運氣，走就

一定死，你怎能夠老虎走？牠一撲過來一爪抓你就死了。

唯有不走，不走或者靠那道氣頂住那隻老虎。於是他即刻坐在石樓梯，那些山上

的石級，即刻盤腿坐在那裏運氣，運氣之後，呼……，那隻老虎來了，過了，在石級

梯那裡落，他坐在那裡，望著那隻老虎，坐在那裡運氣，那隻老虎見到他那麼怪，坐

在那裡又不動，見到他在那裏運氣，眼睛望住那隻老虎，那隻老虎也眼盯盯望著他，

望了整整十幾二十分鐘，不敢過來他處。後來那隻老虎掉頭就走了。他呀！朱芾煌就

這樣。

聽眾：他有功夫。

羅公：什麼？他有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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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氣怎樣搞定那隻老虎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不相熟他。我知道這回事，這回

事是誰講給我聽的？就是教育部那個督學叫張北海，張北海講給我聽：老羅，有一件

這樣的事，朱芾煌你知不知？我說：我知道這個人。嘿！這個傻仔！張北海不信的，

他是基督教徒來的，他不信這些東西，他說，他運氣，對著隻老虎，不過不知為何這

麼好彩(幸運)，那隻老虎又不吃他？老虎被他嚇得掉頭走！連那個跌落坑裡的都被他

救了。結果在坑裡爬出來，兩個人都無事。在峨嵋山，峨嵋山有老虎的。一個黃山，

一個峨嵋山都是時時有老虎的。

聽眾：可能他修到有些功力。

羅公：什麼？是，有些氣，有些氣功，有些氣功能夠望著你，要你驚(害怕)的，我要

你驚，望著你。同時……什麼？

聽眾：可能有催眠術。

羅公：是呀！催眠都是氣，他用氣功來催眠的。但是你用催眠術做到這樣，你已經…

…

聽眾：他一運氣，可能吹到你，譬如說你想醫病，他吹得郁你隻腳的。

羅公：是呀，

聽眾：真的，我被人家吹過了。

羅公：是呀，是可以的。

聽眾：是呀！他運氣治你隻腳，能吹動你隻腳的。

羅公：是呀，是可以的。還有，那些氣可以過你處的。

聽眾：是呀！他過氣去你隻腳那裡，

羅公：真是會過氣的，現在……

聽眾：道家才有嗎？

聽眾：不是的。

羅公：現在葉文意都識得過氣給人了，葉文意呀，葉文意本來學佛家的，她也是說，

佛教一味顧著叫人念佛生西，又是打坐又是空，都不理人生的東西，要對人生

做些健康的好事，她現在開首研究道藏呀！我說，你兼研究就好了！不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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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不要學。不要學，那時張澄基(1920年－1988年)未死。葉文意呀！有

些是可以過氣的，還有，葉劍英就是找人過氣了，葉劍英過氣就延長了他一個

多兩個月命。

聽眾：不過過氣給人很辛苦的。

羅公：那個人很辛苦的。

聽眾：要養很久的。

羅公：是，要養很久的。他葉劍英講那些唯物思想的，不信這些東西的，誰知他都要

找個師傅過氣。那些能過氣的人是很了不起的，我有幾個學生都學這些，學氣

功學得很好的。

聽眾：羅生，那個《陰符經》是不是道教的？

羅公：道教取了它而已，《陰符經》本來是兵書，講一下五行陰陽那些東西，假的，

說是姜太公造的。假的，道經很多都是假的。

聽眾：《陰符經》是假的？

羅公：什麼？

聽眾：假的？

羅公：《陰符經》可能是假的。姜太公的《六韜》，黃石公的《三略》，那些都是假

的。

聽眾：不過學過氣都是好的，其實自己健康，只是學一種。

聽眾：不如學如來神掌啦！

聽眾：又是道家的東西！

羅公：其實西藏都有一個叫長壽佛法，修長壽佛法，修長壽佛法是怎樣？想那道氣，

一路在那裡想，想到差不多，那個佛在頭頂上加持你，你一路念佛、念佛，佛

就坐在頭頂放光，自然你的血氣就上了，你上，密宗有一種叫做破哇法，可以

出頂臨死的時候，把精神集中在頂處，一道光，那個佛就來接了，這樣就死

了，它會這樣的。修那些破哇法，出了去，在未出之前，就先找個師傅替他開

頂，那些白教的大寶法王那些，他找一條吉祥草，替你在頭頂處，插整整兩三

分落頭頂處，插支東西在那裡，他插了進去沒有事的，他說插通它，將來你就

在那裡 出去了。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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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不是未死之前？即是平日？

羅公：來，坐這裡。

他修破哇法很容易走的嘛！他怎樣？他教你頭處集中，觀想，觀想你自己，觀想

自己有個球形，球形在這裡，自己坐在裏面，在那裡念佛，那道佛的光接引你的時

候，你一路上就會走了，他走，離開身體，觀想自己像一個波，紅色的，球是飛出去

的，他將那個球慢慢地，用長壽佛法，用長壽佛法的加持力，將你這個頭壓、壓、

壓、壓、壓、壓，一路落，一路落，壓落丹田那裡，住世，先不走，即是阿彌陀佛就

接你走，長壽佛就把你拉下來，那個法叫做阿彌陀長壽佛合修法，有一個這樣的，西

藏有個這樣的法，黃教的，彌陀長壽佛合修法。其實都不用的，我就告訴你聽，如果

你想長命，就時時留意丹田就得了，留意丹田就會長命，留意丹田怎樣留？你要不用

氣，漸漸地氣就自然起了，你就運它反而運出禍來的，不要，不要運，它自然會走

的，自然會走的。想長命……

聽眾：怎樣留意？

羅公：什麼？

聽眾：怎樣留意？

羅公：什麼？

聽眾：你說留意丹田，怎樣留意？

羅公：留意？

很容易的，你吸氣，最緊要你的腰不要彎，也不要挺，智者大師教人不屈不挺，

這樣叫做「屈」，屈就會鬱血的，這樣叫做「挺」，挺就重心會棹(搖)，前後左右棹

(搖)，棹(搖)就很棹忌的，棹棹地半睡半醒一驚，就不妙的，所以要不屈不挺，不屈

不挺，這樣就呼吸了，呼吸的時候，想，不要逼它想，呼吸，一路看著呼吸去到哪

裡，吸氣，吸入，入到這裏，一入到這裡停一停，出了，它入，你知道它入，它出，

你知道它出，漸漸地越來越久，如果你真是姿勢正確的，漸漸地呼吸直落到這裏，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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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那裡，橫隔膜那裡，叫做「黃庭」，又叫做「中宮」，道教叫做王庭，叫做中

宮，佛教沒有這個名的。

漸漸就來到這裏了，停一停然後又走出來了，久一些又久一些，一路到肚臍了，

今晚你都試一試，到了肚臍停一停，它又慢慢走出來，再久一些就過了肚臍了，直至

到肚臍之下，譬喻這隻(手指)是肚臍，壓著肚臍，一隻手指，兩指手指，三隻手指，

第四隻手指撳住那裡，那個 center，那個重心，那裡就是丹田的中心了。所以這個

丹田就是那裡，每一個呼吸都到那裡，一到那裡就一定停一停，越整就越停得久，越

整就越停得久，有時一停，如果故意做的，就可以這樣停法，吸入式，譬如，不是！

那個呼吸入，入的時候，我數心臟卜、卜、卜，你可以數脈搏的，你數，數到十二下

左右，最多了，過多就辛苦了，十二下入，吸入氣的時候數，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一路數，氣就一路落，落到丹田約莫數到第十二下，十二下，

初時你就怎樣？一下，你由得它走，漸漸地你就怎樣？一、二，漸漸地，一、二、

三，漸漸地，我普通數十八左右，不呼吸，將那些氣，將那道力鼓在丹田處，數脈

搏，數十八下，即是吸入的，加一半，十八下，然後就出，呼出了。呼出的時候數，

普通呼出就多過吸入的，普通多個吸入的。

最標準，做到相當到家的，那個比例就是這樣，一比二、比四，譬如這個一等於

吸入是五下，一、二、三、四、五就吸入，停就停到十，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呼氣的時候就二十，呼氣就慢慢、慢慢呼出，你的心臟跳，一、

二、四，普通就有人說這樣標準，我就說這個標準不好，二、二、三，二、二、三，

最好。我的經驗是二、二、三，最好，無害，不要勉強。

聽眾：十、十、十五？

羅公：是了。十、十、十五。是嗎？

聽眾：即不是一、二、三？

羅公：六、六、九那樣，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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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是長命術。當你叫做閉息，停在那裡，這樣漸漸地沒多久，修得沒多久，有

些人一個禮拜，有些人一兩個月，有些人就三兩日，那個丹田就發熱了，發熱你不要

帶它走，那些人叫它做火，火。火有兩種，一種叫做文火，一種叫做武火，文火無害

的，武火就有害的，武火是怎樣的？鼓它，怎樣鼓法？這樣鼓法，大便秘結的時候你

大便是不是很辛苦的？你弩鼓它出來，將那道氣推它出來，那道氣會走，走到這裏不

能過，鼓它，怎樣？鼓它的時候怎樣？閉氣，數到中間就閉，一鼓，想這裡，

聽眾：不過得就弊了？

羅公：什麼？

聽眾：不過得就弊了？

羅公：什麼？

聽眾：有害，不能過就有害了？

羅公：不能過，在那裡就有害了！如果剛剛來到這裏，會發神經的！用武火就會這

樣，武，逼它，又叫做引導，帶它。文火就不是，自然，它去就去，不去就由

得它，不去就由它在那裡散，一定無害的，那些人說又會走火入魔，又會如何

如何，全部都是用武火才會這樣的！用文火無事的，試一試，記住用文火，不

要用武火。

聽眾：練壞了有沒有得醫？

羅公：沒得壞的！沒得壞的，葉文意都會治啦！

我試過，治過一個這樣的，她住在廉租屋，一家人在那裡住，她的床側邊附近有

個窗門，有個百葉簾，她早上坐，坐得很定的時候，忽然間，那個侄兒要讀書，要起

來溫習功課，沙！一扯百葉簾，誰知一扯百葉簾，沙！好大聲，她那道氣剛剛走到這

裏，由後面走，走到這裏，一驚，窒住了，頭痛了，痛了十幾日，這樣她就問我怎樣

好(怎麼辦)？我叫她，你一路呼吸，吸到那道氣上了頭那裡，再帶它，帶散它，帶散

它：走了，散了、散了、散了，我說，你就這樣做，她做得幾次又說不行。不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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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等我來與你做！這樣我就將她來怎樣？

我說：你吸氣，那道氣，走、走、走，就用手傍住她，走了，輕輕地摸住她，你覺不

覺？你的氣跟著我的手走了，走、走、走，走了過來這裏，是嗎？是呀！是

呀！到了這裡。

我說：這裏是不是很暖？是不是這樣？完全好像催眠術那樣。

她說：是呀。

我說：現在一路路它走得很勻了，現在你不痛了，你不痛了，是呀！是呀！是好一些

了。現在起來了，那道氣下來了，現在下來了。我一路說，落了、落了、落

了。

她說：是呀！真的那道力下來了。現在覺得怎樣？沒有那麼痛。沒有那麼痛就再來，

連續練了三、四十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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