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那些人就醒目了：啊！了不起！用這一套來做方便，你不要學我那樣：禪

宗語錄不行的！你不要這樣，你要運用，你們年輕，運用禪宗語錄，看多些禪宗語

錄，搬完一段又一段，人家一看，哎呀，原來你這樣富庶的！他就聽你了。是要這樣

才行，這些是什麼？我不是叫你騙人，這樣叫做方便。真真正正拿住了義經像學究那

樣讀的，這些叫做「執經」，做人要兩樣東西，一方面要「執經」，一方面要「行

權」，「執」者，抓住，「經」者，經常，最 classic的，經典來的，執住不要放

棄。但是你下的時候，權宜的。「執經」、「行權」。但是人家歡喜《金剛經》，你

又將它來講《金剛經》而已，什麼經，什麼《金剛經》、什麼《般若經》來我都可以

講給你聽，有人想學的，你怎樣？你拿整本，不要大套，《大品般若經》我一樣可以

給你講。他都看過了，那本《The Large Sutra》，那本《大品般若經》，又到《小

品般若》，《般若經》動不動就整整一大疊的，一樣的而已。你真真正正讀若干次這

個《解深密經》之後，你一樣可以講，你說，老羅，你才會講，我們不會講，假的，

如果這樣是騙你的，你先能夠把捉。

有一句話你們學習的人是不可不知的，很有名的，一個宋朝的理學家講的，陸九

淵(1139－1193)講的，陸九淵與朱熹(1130－1200)兩個是宋朝最大的哲學家，陸九

淵教人，不要在那些枝枝節節上著眼，做學問功夫或者做人，或者做事都不要先在那

些枝枝節節上來做，就要怎樣？「先立乎於其大者」，好像找某些站立的地方那樣，

先在那些大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先站在那裡，先建立在那裡，那些大者，小的呢？

慢一些，慢一些了，你大的能做，你以為小的不能做嗎？「則其小者弗能奪也。」

《孟子.告子章句上下》沒有人搶得去的。是你的，那個小的就是你的。即是你做元

帥那樣，與敵人打。我寫這裡，先建立一個大處，即是先在大處著眼，然後再在小

處，所以我們做事，做學問、做人不用區區在小節那裡著眼的。現在我們批評人，專

門在一些小節那裡，某個他法師抽口煙，他抽口煙有甚麼所謂？一會又說某個虛雲法

師用眼尾看人，眼尾就不能看人嗎？是嗎？你雙眼眼頭可以看人，眼尾一樣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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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些這樣叫做吹毛求疵。吹毛求疵，一隻豬或者一隻狗，沒有一塊塊那些痣的，

看不到的，你要吹開那些毛就可以看那些一點點的了，這樣叫做「吹毛求疵」，做人

不需要這樣。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無人能搶你的。陸九淵就這樣講了。這

句是孔子講的，「大德不逾閑」(《論語、子張》)大德，道德，大的道德「不逾

閑」，「逾」者即是超過，「閑」就是限度，大的道德你不要越軌，大的道德，

(「小德出入可也」。)小德，小小的，出入，有些出入不要緊。這個孔子教人做人就

這樣。現在那些人就講「大德」，「大德」。佛怎樣？佛臨終，阿難問他，你有甚麼

吩咐呢？他只是說，初初對大眾講就說「以戒為師」，跟著阿難問：還有甚麼吩咐？

釋迦佛說，吩咐一句這樣的話：如果大眾，如果大家欲棄小小戒可隨意棄。釋迦佛這

樣說。如果大家認為那些小小的戒想不守了，就可除，放少少，只要它是小的就行

了，他有講這句話的。後來迦葉尊者，釋迦佛涅槃了，迦葉尊者趕到來，就問阿難：

佛臨終還有甚麼吩咐？最要緊的。他說：沒有，大家想放棄小小戒律就可以隨意放棄

都可以，那些小小戒律。迦葉尊者接著問他：他有沒有說哪些叫做「小小戒」？阿難

說：沒有，我亦沒有問他。他說：不要了！找不到標準，甚麼叫「小小」？哪些叫做

「大大」？不行的！這即是說，小德佛都可以出入的，好了！這個〈無自性相品〉讀

完了。這一品你們很難得瞭解，你現在瞭解多讀才可，其他經，遊覽就得，如果真正

要聽經你還可以怎樣？《維摩》、《法華》你可以聽，其他那些，其他不用聽。

聽眾：下次你講《維摩》啦！

羅公：如果我在香港再回來就講《維摩》，無所謂。

聽眾：你不要去那麼久嘛！

羅公：可以講《維摩》，《維摩經》，《維摩經》值得講的，其實你們讀《維摩

經》，你們若瞭解〈無自性相品〉就自己都可以看得七成了。你們兩個都看

過，你們三個都看，可以瞭解七成，多就不行，七成。

聽眾：那樣你講一下就十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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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七成是得的，至緊要這本。

好了，這個、這個是〈無自性相品〉讀完了，以前是講甚麼？講境，佛法不外

境、行、果，境者，那個對象，對象，〈勝義諦相品〉就講什麼？勝義境是嗎？其餘

各品，世俗境，是嗎？世俗境之中，有些是有境，有些是無境，是嗎？那些是講有

的，〈心意識相〉那些，〈無自性相品〉就講無的，講完了，現在講什麼？境之後就

行了，有境界告訴你，你要實行，修行，修行對境界可以是這樣解，目標，對著目

標，有幅地圖給你了，你可以入山尋寶，有了地圖，很清楚的地圖了，你要真正去尋

寶才行，不然始終那個寶不會到你手的，是嗎？行，行有兩種，一種普通來說是六波

羅密，下面那品了，新開的叫十波羅密，十地，每一地修波羅密，這樣你如何想入

地？就一定要修止觀，所以先講止觀，後講十波羅密。即是教人修行的，修行之後所

得的果是成佛，就〈如來出現品〉，〈如來成所作事品〉就講這個佛果的。所以本身

境、行、果全部都賅備的。這樣，現在就看看教什麼？「行」了，這個「行」是通乎

未入地與入地的，十波羅密就著重講地上的。這就是教你修行、教你坐禪，教你修止

觀的最高的方法，雖然它是最高的方法，但它也是平易近人的，沒有那些神講那些神

奇的東西，其他呢，密宗那些甚麼大手印，大手印亦即是止觀來的，又說甚麼叫做大

圓滿如何等等，都是充滿著神秘，讀一讀這裡。我就看過很多大手印，聽張澄基

(1920－1988)那時就代師傅傳大手印，我在那裡，這個紅教的大圓滿我也看過，禪

宗就更加很多。虛雲和尚我與他講過很多，都不及這個〈分別瑜伽品〉。所以現在你

們讀這個〈分別瑜伽品〉，你看：〈分別瑜伽品〉，第六品了。

「分別」即是解釋，「分別」，「分別」兩個字當解釋，瑜伽呢？梵文的那句讀

yoga，yoga譯做相應，你不要以為所謂 yoga就是現在的人將頭倒豎起腳那些就是

yoga，那些是最低級的 yoga，那些叫做 hatha yoga是健身瑜伽，這些瑜伽，這個

yoga譯作相應，怎樣相應？東邊那隻狗嗡嗡吠，西邊那隻狗也嗡嗡吠，相應嘛！你

用音叉 ！那樣打，另一個音叉頻率相同的，也會跟著嗡、嗡、嗡那樣響的，這樣就咣

叫相應。彼觀，此觀就彼應，彼觀就此應，彼觀。這樣相應是甚麼？學相應，相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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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這個相應，瑜伽的字面上的相應是這樣解，那個內容是指什麼？是指有廣義、

狹義兩個解釋，佛家與瑜伽兩個字有廣義、狹義兩個解釋，廣義的那些，大、小乘一

切教理行果，不論大乘、小乘，一切一切，「教」、「教」者，那些經、律、論在文

字裡就叫做「教」，「理」，那些經論裡面所講的義理，「行」，你修的行，行為，

「行」，「果」，你將來所證得的佛果或者阿羅漢果，一切「教」、一切「理」、一

切「行」、一切「果」，還有不論大乘、小乘，統統總括來講那個名叫做瑜伽，廣義

的瑜伽無所不包。你念一下阿彌陀佛，「行」了，瑜伽，是嗎？甚至到你一個月吃六

日齋，都是瑜伽，「行」嘛，無論大、小乘都是瑜伽。狹義的瑜伽呢？

未講狹義瑜伽之前，我先講，何解教、理、行、果的瑜伽？「教」，佛、菩薩的

教訓，這些佛菩薩的教訓是與道理相應的，不是放棄道理的，相應的。又與依著它來

修行是相應的；修行所得的果，教你怎樣修行得果亦真是可以得果的，與果相應的；

「教」與「理」相應，與「行」相應，與「果」相應，所以那些教叫做瑜伽。「理」

就是瑜伽，怎樣「理」就是瑜伽？經、律、論所講的道理與教相應，從「教」講它

的，又與「行」相應，依著那種義理修行一定是對的，合理的，依著那種道理修行一

定是可以得果的。這樣即是「理」與「教」相應，與「行」相應，與「果」相應，所

以經、論裡面的一切道理的都叫做瑜伽。行呢？「行」者與教相應，依教修行，與道

理合理的，將來可以得果的，與果相應，「行」者與教相應，與理相應，與果相應

的，所以「行」又叫做瑜伽，行、肯、行，讀杏仁的杏那樣的聲，名詞讀(杏音)，動

詞讀行，一行行就讀(航音)，行(航音)、行、行(杏音)。果呢？果與教相應，同理相

應，與行相應，互相相應的，所以果亦是瑜伽。廣義的，廣義的瑜伽，講不講得出

來？你明天講給人聽講不講得出來？道理而已，是嗎？白話而已，你不要看見那些文

字那麼深就嚇怕了，文字你一瞭解就丟了它，文字沒有用的，那些白紙黑字來的而

已，沒有用的，要瞭解才有用。狹義的瑜伽是指甚麼？

聲聞乘、獨覺乘、大乘所有一切的觀行就叫做瑜伽，即是叫做「行」。狹義就叫

「觀行」，「行」有多種，為何要加個「觀」字？「觀行」者即是修止觀，修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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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所以，嚴格來說，瑜伽就是什麼？止觀，「瑜伽」者，止觀也，修禪，這些是真

正的禪了。所謂「如來禪」是真正如來禪不是祖師禪，如果站在《解深密》、站在

《華嚴》，祖師禪一點用處都無，是要如來禪才行。如果是學禪宗的那些，是如來禪

是無用的，要祖師禪才行的。這樣瑜伽就是止觀，「分別瑜伽」即是教你修止觀，是

嗎？就這樣簡單。這樣〈分別瑜伽品〉，這樣就解釋了品名了，這個就等 break完才

講。

文我們現在解，分作兩部份，甲一、甲二，甲一是正釋止觀，正正式式解釋止

觀。因為瑜伽就是止觀嘛！甲二就依教奉持了，那個，這個就是彌勒菩薩了。聽了之

後就依教奉持了，你看它很有層次的，講勝義的三無性，他找個勝義生來問，是嗎？

這一品找個繼承人，那個彌勒菩薩問，一到十波羅密他找觀世音菩薩來問，找那些過

去的佛來到問。你看看，現在就正式止觀了，正式止觀又分兩部份，乙一、乙二，乙

一，長行，廣釋，長行即是散文，英文的 prose，散文，然後舉頌略說，「頌」即是

好像一首詩那樣，用一首歌訣，舉一首歌訣簡略來再講，現在乙一，長行廣釋，又分

兩段，丙一、丙二，丙一，廣辨止觀相，「廣」即詳細，詳細，「辯」就說明，詳細

說明止觀的相，「相」即是修止觀時的狀況是應該怎樣。然後丙二，結歎勸學，結

束，勸人修學。現在丙一，最緊要丙一這一段，廣辨止觀相，廣辨止觀相總共分十八

大段，我們逐段講這十八大段，丁一，分別止觀依住門。「分別」即解釋，解釋修止

觀你要依著甚麼來修止觀，「住」者，要成日要保持著，即是保持著立埸不要喪失，

這個止觀的「依」，修止觀時要有所依，又要有所住，「門」者即是部份，其餘的十

七部份的題目我先不解了，到時再解，現在修止觀依住門。

丁一，你看看，丁一分別止觀依住門。修止觀所依據，「依」即依據，「住」者

捉住，不要放棄的，即是執著這個原則不放棄的。你說這個人執，你不執著的「執」

你不怕執的，你不執，你念阿彌陀佛不執了，不執你實無得生，是嗎？我們要怎樣？

我們不論佛與儒家的道理都是，儒家教人什麼？有教人中庸，擇善而固執，我們不要

執那些不善的東西，擇善，要選擇那些好的東西而固執於，固執即緊緊執著，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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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持了，選擇哪樣東西是最好的，選擇後就抓住它不放棄，還要時時保持著它不放

棄的，一定要這樣，你說一定要執又不對？你又被我罵了，你讀多些書！那時我費事

同你講，我時時罵人先讀多些書，這個「執」不同那個「執」，擇善而固執與執著的

執怎同？是嗎？「住」者，住在這裡，《金剛經》就教人「應無所住」，是嗎？「應

無所住」者，不住於實我、實法而已！這個善法我們要執住的嘛！是嗎？

現在一問一答了，戊一，問了：「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慈氏」即是

彌勒，何解慈氏即是彌勒？梵文Maitreya，Maitreya，Maitreya就譯做梅呾麗耶，

不是有一句咒叫做梅諦利耶？這個就是Maitreya彌勒菩薩，Maitreya是仁慈那樣

解，即是說他很仁慈的，同時他的家族也叫Maitreya，家族慈氏，就譯它做慈氏，

舊譯就譯音，譯做什麼？成個音譯就應該要譯梅呾麗耶，但是那些人，這樣東西就不

可不戒，古人的那些東西就不好，Maitreya譯做彌勒，你譯成這樣，人家四個音的

嘛！梅呾麗耶那樣就很好了，彌勒，彌勒那樣，Mai譯做彌都有些譜，那個 treya譯

做勒那樣，不過已經是一路相傳了，說彌勒更多人知，你說梅呾麗耶？反而沒有多少

人知，是嗎？慈氏菩薩，你們切不可當大肚和尚是彌勒菩薩。這個是叫做布袋和尚，

是嗎？因為他人很好，人人都說他是彌勒菩薩的化身，所以就叫彌勒，真正彌勒不是

大肚和尚來的。有髻的，真正彌勒好像居士身那樣的，你想見真正見到彌勒像，現在

世界上最好的彌勒像就是日本的像，日本奈良(應是京都)那裡應有間叫做 隆寺，広 広

隆寺裡面有個唐朝的雕刻的像，那個彌勒像不穿衫的，盤起腳在那裡坐，托著腮的，

這樣的，那個彌勒像是世界上最名貴的彌勒像了，是日本的第一號國寶，日本的博物

館很多國寶，第一號國寶就是那個像，那個像你想影(拍照)，好多人想影他的像，我

有一本彌勒像的影集，給了我外孫，她不知拿了去哪裏，安瀾啊！

聽眾：那個替我影的他不肯給回相底我，就找人曬了幾張給我，

羅公：你要給我才行的！

聽眾：已經送了給人了。

羅公：甚麼送了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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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個彌勒像，你回去問那誰的男朋友替我們影的，

羅公：那個什麼？安瀾影的。

聽眾：安蘭不知有沒有影到。

羅公：整本書給他了。

聽眾：給了書那個，不是我們影那個。

羅公：那本書全集是講彌勒像的。

聽眾：如果影那個。

羅公：這樣，如果你想真正看彌勒像，你去王聯章家就有一個了，王聯章家有一個就

這麼高的，大的就無了，就這麼高，我都無了。

聽眾：我們那個給了兒子。

羅公：我兒子說歡喜拿個佛來鎮宅，我說：你拿去罷，彌勒像。

聽眾：那個彌勒像我鎏了金的。鎏了金葉的。

羅公：如果有人去日本，最好託人，日本的佛像靚。

聽眾：很靚。

羅公：中國大陸的粗製濫做，現在在美洲做的那些像就更加要不得，日本好，不過日

本佛像相當貴，你用加幣就不會貴了。

聽眾：我家那個用油畫畫的幾百元而已。

羅公：油畫畫的那個？

聽眾：四百元是嗎？

羅公：哪個？

聽眾：我們那個彌勒，那個畫像。

羅公：畫像那個影的而已，不是，我影了一個沒有帶來而已！可以叫他寄十張八張

來，一曬……

聽眾：那個相底不在我處。

羅公：什麼？

聽眾：那個相底不在我處，在區活瑤的男朋友處。他在無線做。

羅公：有，他不肯給相底我。

聽眾：因為靚所以不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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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很弊！那些攝影家影了都是不肯給相底你，

聽眾：要幾多張就曬幾多張給你，不肯給回你。

羅公：不是，真的彌勒像，我那本書的彌勒像就西藏的了，這個是可以在世界上第二

個有價值的彌勒像，就在我的《唯識方隅》封面上的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師姑(尼姑)，那個叫做甚麼？宏勳，那個宏勳親自去西藏，去西藏

達賴住的地方布達拉宮影，那時達賴已經走了，那些幹部在那裏不給影，這個比丘尼

很了不起，用口對他們講：我們不是講宗教的，我們是講藝術的！如何如何。又給他

講她那套東西，講到那個幹部點頭，點頭點腦說：好吧！就准你去影！然後她自己親

自走去，即刻用放大鏡嚓！影了。給了一張沖曬的給我，我就將它放了在我那本書

處，布達拉宮的像，這是世界上第二個彌勒的像，還有幾個，好像四川大竹山有個彌

勒像，敦煌又有一兩個彌勒像，都是有價值的，不過現在世界上人所知的，人人都覺

得，日本人架勢(了不起)了，日本那個最好，而且在藝術方面就最好了。叫彌勒佛的

支頤像，「頤」是這裡，支頤就托住腮的像，即是想著怎樣度眾生，支頤像。

下面了，這個彌勒菩薩就問佛了，他說：世尊！叫一聲他，「菩薩何依、何住，

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 舍那？」他說：世尊啊！一個修行大乘法的菩薩，「何依、鉢

何住」，「何依」，依據甚麼，根據甚麼，依就依據、根據，「住」者，就是保持著

立場，對緊那個目標，守著那個原則，「住」，「住」者即是甚麼？執持著原則，原

則不能放的。你說：我不執，「應無所住」，「應無所住」幾個字，「應無所住」，

你學佛嘛！學佛都是執著囉！不用學了，抽鴉片煙啦！抽抽鴉片煙不要抽了，戒煙

吧！不要執著，戒煙都是執著，這樣即是人欲橫流了！完全、完全不住結果這個世界

就人欲橫流了！住，不過要擇善固執，固不是頑固執著，這個「固」字你知不知？守

而不失，守而不離，守住這個原則不要離開它，不論你行亦不要離，食飯亦不要離，

什麼都不要離，「住」、住於何法？以甚麼東西來「住」？住在哪裡？來保守著什

麼？這樣去修這個大乘的止觀，不是講小乘，是講大乘，「於大乘中」，於修行大乘

的途徑中，去「修奢摩他」，「奢摩他」是梵文譯音， amathaś 的譯音，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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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譯做「止」，「止」，即是甚麼？靜止，靜止，把我們的粗動的心冷靜了

它，「毘 舍那」，鉢 vipa yanś ā，vipa yanś ā，觀，觀察，坐禪不是一味將我們動物

變成靜物，不是這樣，我們是把那種煩惱，把那些散亂的心壓止之後，壓止之後，我

們要用我們的智慧去觀察世界的事情，觀察人生的道理叫做「觀」，止觀。依據甚麼

去修止觀？

當我們修止觀的時候，要保守著、保守著甚麼原則不離開呢？「何依、何住」

呢？這是問了。佛答了，「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知菩薩法假安立，及不捨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為依、為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 舍那。」佛就這樣說：鉢

「善男子啊！」叫一聲他。「當知」你應該知道要這樣，怎樣？菩薩，一個菩薩就要

怎樣？「法假安立」為依，看不看得到？以「法假安立」為依，何解叫做「法假安

立」？「法」者，那些經，「佛法」、「佛法」，那些佛經，甚麼是「法假安立」？

佛經不是說，佛是什麼？佛經是什麼？本來這個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是離言說的，不

可說的，佛為了要令眾人明瞭，所以假立種種概念，假立各種名詞，而且借用眾生的

語言，來到假立很多名詞，很多名相來引人入勝，來到引導他，令到他去證果，所以

這種法是什麼？假安立的法。法本來就是離言的，你讀過〈勝義諦相品〉了，法是離

言的，佛說。你要度眾生就要假立言說，當它假立的時候，眾生有很多遍計所執，執

著很多言說的，佛就假借眾生的言說、概念來到說法。不是因為，你不借用眾生的遍

計所執的名詞，你沒得可講，所以假安立，這樣這個應該解什麼？假安立的法，假安

立這個形容詞，當知菩薩(以)假安立的法為依，為依據，何解形容詞要放在尾？梵文

是經常形容詞放到尾的，是嗎？英文都間中有些，將形容詞放在結尾，法國文就直情

將形容詞跟著名詞的，是嗎？假安立的法為依，譬如這樣，甚麼為住？「不捨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願」，即是大菩提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菩提心，本來是

「菩提願」的，下一個志願要成佛，即「菩提願」，「不捨」，不離開三菩提願為

住，這樣，為依、為住，原來是交叉那樣的，「法假安立為依」，「不捨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為住」，是嗎？有人就這樣解，依文解字，兩種都為依，以法假安立為依

又為住，「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為依又為住，都可以，不過一向古德都

是將它來交叉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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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唐朝很多的名家，都將它來交叉解的，我們就無謂，不要學現在的那些人

那樣，動不動就同那些古德一拼，與他相反那樣，無謂。好像霍韜晦那樣，甚麼都是

那些古德又搞錯了！他又搞錯了！不需要。他說：一個菩薩應該以那些經教為依，記

住，現在的人修禪定是不讀經的！樣樣都要以經教為依，以「不捨三藐三菩提心」，

甚麼都不離開我發的菩提心，不是發了就算，即是時時不要離開你的本願，不要離開

菩提心而住。所以現在那些密宗的人修一日要發菩提心三次，一早起來就發一次菩提

心，中午又發一次菩提心，臨睡又發一次菩提心，無他，就是提醒你不要放棄菩提心

那樣解，那些人就以為念了菩提心就真是可以、可以、可以趕鬼了！無雨落都可以念

到它落雨那樣，不是的，提醒你而已。這樣，以「法假安立」為依，「不捨菩提心」

為住，這樣「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 舍那。」這樣去修大乘的「奢摩他」與大乘的鉢

「毘 舍那」。這樣即是這裡十八門之中的第一門，第一門就是告訴你，你想修禪鉢

定，修止觀，第一，你要以經為依，不能夠聽到某師傅指東指西，你又這樣，你又那

樣，不能夠整一個念佛是誰，一會就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麼？對著牆在那裡亂參，

不對的，依著經教所講的道理為住。你要不捨，不是只是修，時時要怎樣？還要瞭解

我為甚麼要修禪定？要了解，何解要修禪定？因為想成佛，為甚麼我們想成佛？因為

我覺得眾生是苦，我自己要求解脫。求解脫你可以修小乘，為何你要修大乘？因為我

不捨得多生的眷屬，我自己個人解脫了事，所以要大家解脫，所以要成佛。想成佛，

所以我要修止觀。以這個為住，就不是我想得神通，你這樣想得神通，你不如去學催

眠術？「不捨三藐三菩提願」為住，

現在丁二，我們決定要修止觀了，修止觀了，我們修止觀一定有對境去修

的，meditation一定有個 object，有一個對象的。現在修禪宗，不用的！甚麼都不

想，甚麼都不想？你最好找個醫生給一些麻醉藥你吃，吃了麻醉藥之後想想都不能

了，說meditation哪有一個對象的？一有對象就不對了！有「事」的境，第一就這

樣解。第二一定要它砌夠四字一句，那些法師譯經每每要砌夠四字一句，或者四個

字，突出了一個字他就減省一個去，令你摸不著頭腦那樣，佛經裏面，有四種修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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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所在定中，記著，現在開口就說離心意識，離心意識就參甚麼禪？參禪是用意

識去參禪的嘛！用你的心去參禪的嘛！離開了它還修甚麼禪？所以這句是不了義來

的。離心意識是什麼？離那些有執著的，有邪見的心意識，就不是離一切心意識。總

之那些人，讀書至緊要，不論讀儒家的書或佛家的書，都要，至緊要正名，析詞，說

話，一定有它所代表的東西，名不正則言不順，名就是概念，每一個概念一定有它所

代表的那種正確的東西，每一個名詞，每一個詞我們分析它裏面的含義有多少？一定

要這樣，現在就不是，現在叫甚麼？籠籠統統，尤其是那些成日開口講真如的，那些

叫做什麼？「顢頇佛性」。開口又佛性，閉口又佛性，根本都不知甚麼叫做佛性，真

如，連真如怎樣解他自己都不大了了的，「顢頇佛性，籠統真如」。他說，「如世尊

所說」，依照世尊所講，有四種修止觀的時候所緣的境。

下面己二了，你所講的四種，那四種？「一者、有分別影像所緣境事；二者、無

分別影像所緣境事；三者、事邊際所緣境事；四者、所作成辦所緣境事。」四種。四

種，今日講不完了，我講一種你聽，講到十五分。一者，你所講的，第一種，叫做

「有分別所緣境事」，那些「有分別」，對那種東西起，這個「分別」當有思維，即

是英文的那個 thinking，有思、有想的，去想它的，有分別的，有思維的境。譬

如，有思、有想的，去想它的，有分別的，有思維的境。譬如，你有分別所緣境，例

如你怎樣？當你修四臂觀音法，你在那裡想了，觀世音菩薩早過釋迦已經成佛了，他

的名字叫做「正法明如來」，他與我們有緣，時時願意救度我們，現在我們修四臂觀

音法念他，希望我得到他的加持，他一定加持我們的，那樣想，一個二個概念，一句

二句好像念經那樣想，是不是有分別？有思維？是嗎？想了，現在我修了，(釋迦)四

臂觀音又怎樣？坐在那朵蓮花上面，白色的八葉蓮花上面，白色八葉蓮花上面，一個

月輪鋪在那裏，好像一個椅墊，一個 cushion那樣，想了，一個月輪在那裏，就想

了，好像畫畫那樣，未曾想就好像念經那樣，念書那樣，現在想就好像畫畫那樣，就

有分別了，畫畫嘛！就有分別了，上面就有個月輪，月輪上面有一個

cushion，cushion上面是一個圓明的球，那個球裏面有個 hriḥ字，有一個 hriḥ那個

字，粉紅色的字，那個字站立在那裏，放光，照十方世界，灌想，想之後，然後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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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十方世界了，那個字一變變為一個什麼？觀音菩薩，四隻手，一個頭，左手拿著甚

麼，右手拿著甚麼，下面兩隻手又拿著甚麼，穿綠色的衫，著紅色的裙，全部好像畫

晝那樣，你要想比畫還要靚，靚到畫不出來的！所以你不用要甚麼佛像了，你看就行

了，你的心修的時候，想的那個是畫師都畫不出來的，你可以有那麼靚想到那麼靚

的，你如何能畫得出？你畫得很靚的！有個限度的，所以我都費事(懶得)，我想，又

說去旅行？我連旅行都懶去，我閉上眼睛坐在那裏，我想旅行不知多靚的地方我都想

得出來！這就是有分別的所緣境。有一種是無分別的，無分別是怎樣？想，想觀音想

定了，現在不想，現在，剛才就觀，現在就想定了，停在那裏了，或者你單想他那個

放光的這粒，這個白毫那樣，或者想著心口，一個 hriḥ字在那裡，什麼都不想，想

它的光明照著不動，那時就無分別了，是嗎？無想東西。不外是兩種影像，一種是有

分別所緣境，一種是無分別的所緣境，有分別所緣境是甚麼？止觀，觀所修的，觀是

「毘 舍那」所觀，修觀的時候的所對的境，那個境是鉢 image，是有分別的，好像

放電影那樣，一齣(幕)一齣的分別，無分別的影像，何解這個的所緣境是何解？這個

是影像來的，影像，image，你以為你想四臂觀音是真的整個四臂觀音在那裏嗎？你

閉上眼，半開眼想在那裡而已！那是影像，是 image而已！你以為真的放了一個觀

音在那裡嗎？有分別的影像即是一路想的，無分別是停了完全不想的，整個在那裡不

想的，無分別。修觀就是用有分別影子做對象的，修止是無分別影像的，「三者、事

邊際所緣境事」，「事邊際」、「事」者萬像，宇宙萬象。「事邊際」有兩種，這個

世界不外兩種，一、這個世界的本質是甚麼？這個世界最後的本質是什麼？陳芷君？

聽眾：真如。

羅公：真如，真如，真如是無所不包的，是嗎？無邊無際的。

第二是甚麼？一切有為法，一切因緣和合而生的宇宙萬象，是嗎？真如與一切緣

生法，由因緣和合而生的法，真如不由因緣和合而生的，真如與一切緣生法這些都是

什麼？「事邊際」，「邊際」即是 limit，我們所知的 limit就是這麼多而已，真如本

體是 reality與由那個 reality所 present出來的那些緣生法，不外是這樣，盡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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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真如又叫做「理」，由真如顯現出來的緣生法就叫做「事」，世界的東西不外事

與理，事與理無所不包，都包括了，「事邊際」了，一切事事物物的 limit盡在此

已。這個緣生法普通就叫它做「盡所有」，一會就將來再講了。這個叫做「如所有

性」。這樣這個「事邊際性」，「事邊際性」是甚麼修？止觀雙運修的。修止亦有

「事邊際性」，修觀也有。甚至止、觀同時修的，止觀如何雙運？慢慢你就知道了。

四者，「所作成辦」的境事，「所作成辦」兩個，有廣義有狹義的，兩個都有廣義有

狹義的，我現在先講廣義的那個，「事邊際」的廣義是什麼？我們所觀的，不論真如

又好，萬法也好，統統是「事邊際性」，廣義；狹義的是甚麼？指你登了地，見了道

之後，在那裏用這個無分別智觀到那個真真正正的真如，用你後得的「有分別智」去

觀到這個有為法的那種現象，那個才是真正的、狹義的事邊際性，即是什麼？狹義的

是地上菩薩才能修到的。「所作成辦」呢？也是有廣義、狹義的，廣義的「所作成

辦」，你今晚就行了，怎樣？你的心不定，我想定，搞定，搞到心定了就是所作成辦

了，是嗎？一個人修禪定，修來修去都不得輕安的，現在你輕安起了，已經入了初禪

了，就是所作成辦了。由初禪升上第二禪的時候，真正入了第二禪，又所作成辦了。

即是每一個階段都有個所作成辦，廣義的就是這樣；狹義的所作成辦是甚麼？成了佛

所修的定，成了佛，度眾生的時候，或者用神通，或者選擇哪個生，或者好像阿彌陀

佛那樣，要作一個極樂世界來救度眾生，「成辦」者即是成功，他要作成功，這是佛

的境界。這樣即是說廣義的，人人的修都有，四種境界都有，狹義的，第一，第二種

就地前修，未入地，即未見道之前，第三種就入了地，廣義就人人有了，狹義的，入

了地，見了道之後，在成佛之前要修到滿的。第四，廣義的就人人有，所作成辦，狹

義的就是佛的，地上菩薩都不行的，明不明白？這樣今天講到這裏。

四種「境」，修的時候講幾種境怎樣修呢？你們看下面的己三，下一次你記得提

我，再重複來問一下你們，對那四種「所緣境事」明不明白？如果不明白就沒得搞

了。

聽眾：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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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正發問辭」了，咦？沒有了？是嗎？「於此四中，幾是奢摩他所緣(的)境

事？幾是毘 舍那所緣鉢 (的)境事？幾是俱所緣(的)境事？」於這四種所緣境之

中，四種中有幾多種是修「奢摩他」的時候所觀到，所見到的對象？哪幾種是

修「毘 舍那」，修觀的時候的對象？四種境中哪一種？哪種是「俱」，鉢

「俱」即兩種合修的「所緣境事」。好了，慢慢，佛答就留到下星期了。聽不

聽得明白？

凡meditation都必有個影、對象的，一有對象就不對了！對象要全部打破漆

桶，打破漆桶，那個真如出現的時候，那個真如就是對象來的。是嗎？不過不是這些

影子而已。所以那些人，所以我勸人讀一下邏輯，那些人講話都未會講。思想都未會

思想，無對象怎樣行？什麼都不要？想就不對！學禪宗的人很多人是這樣的。只有六

祖就罵那些人，百物不思，如果百物不思人就變成了廢物，不用，吃安眠藥就行了。

不用修禪定。一定要有對象。譬如你說，我現在修天台宗，修止觀，一心三觀，你就

要想，一念起的時候，一方面就空，一方面就假，雖然空，一切法都是眾緣和合而

生，所以它無實的本質的，無自性，所以空。雖然空，不是等於無，眾緣和合的時

候，宛然就有，法出現，假，我們不偏於空亦不偏於假，這樣去理會世界上的一一事

物。這樣就謂之「中」。這樣，一剎那，一念之間，那個念一起，都具備這三諦的，

念起具備三觀所佔的對象就是三諦，一樣有對象的，空觀就觀了，止觀的觀，空觀的

對象是什麼？真諦，是嗎？假觀，假觀的對象是什麼？

聽眾：俗諦。

羅公：俗諦。

中觀呢？對象是什麼？非真非俗，融會真俗，那個「中」，有心有境，不會沒有

境的，所以說連境都無，不會沒有的，修止觀一定要有境的，看你修，小乘的人修不

淨觀，觀那個死屍那樣。大乘的人修空觀，觀那個「空」的概念，初時就觀這個概

念，等到那個概念都沉沒了，真如。觀這個真空、真如。唯識，觀這個唯識的道理，

14



《華嚴》、《華嚴經》觀這個法界緣起，觀這個法界，法界觀，觀這個四法界，將它

來觀，一樣是要有個境，有對象，不會沒有的！你念佛那樣，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你觀阿彌陀佛的樣子，或者縱使不觀樣子，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聲音，那個就是

境，不會沒有境的。這樣，境就是所緣，這個「緣」就是認識、所認識，認識，我們

的意識，修止觀是用意識，我們的意識在定中起的時候，一定有它所觀的境界的，所

緣、所緣即是境界，所緣即是境界。修止的時候有所緣的境界，修觀的時候有所緣的

境界，差別，「差別」即是不同，different，止與觀，修止的時候有個所緣的境界，

修觀的時候亦有所緣的境界，初學止觀有初學止觀的境界，將近成佛修止觀亦有將近

成佛那些人修止觀的境界，所緣的境界，程度深與程度淺的不同，「差別」。修止，

單是修止與單是修觀的那些境界又差別，止與觀合起來一起修的境界又不同，又有差

別。止觀所緣的差別。識解了？不同，「差別」即是不同。裡面分開一問一答了。問

了，問，我現在先講了那個問。問裡面分三段，第一，標章舉數，「章」即是題目，

題旨，將題旨舉出，標舉出來，舉出他所問的東西，他所問的東西數目有多少。標章

與舉數，「章」即是題旨，數是數目。然後己二，依數列明，依住那個數，依住那個

對象的數，那些境的數，列出它的名出來。然後己三，正發問，正式問了。現在你

看，己一，標章舉數。你聽不聽得明白？你這樣勤力在這裡，整日錄音，所以我特別

問你，你明不明白？「慈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彌勒菩薩這樣說，怎樣說？他

說：「世尊！如世尊說四種所緣境事：」依照世尊所講，修止觀的時候有四種所緣的

對象，「境」，何解「境」就境了，四種所緣境了，何解整多個「事」？

聽眾：五月六日續講〈分別瑜伽品〉

羅公：己二嗎？己二即是依數列名，是嗎？所緣境有四種是嗎？

聽眾：是。

羅公：境就所緣了，那個所緣就當知，所緣境即是所知的境，那個緣字這裡當認識

解，當認識，他所認識的境，這樣所緣境為什麼要「事」？所緣境就所緣境

了，所緣境事，其實它這裡是直譯印度文，其實那個「事」字在中文來講就不

需要個「事」字都得的。它原文就有個事的，所以玄奘法師就照譯出來，何解

那個「事」，所緣境要「事」呢？

15



「事」者體也，身體的「體」字那樣解，「事」者體也，那個「事」，所緣的境

是有體的，有體性的，即是有實質的，所以加一個事字要來強調它，這樣所緣境事有

四種。四種，一種是有分別影像的「境事」，有分別影像的「所緣境事」，第一種的

「所緣境事」是叫做「有分別影像」的，影像就是 image，我們的識所變的，譬如

我們的識，我們的眼識看到那裏了，當我看到那裡的時候，把那裏反映，把那裏的形

象反映入我的眼識裏面，就見到有幅 image，就是白，那個白在我們佛教來說，那

個白就是我們的「識」，即是我們的認識力，我們的「識」裏面的一個 image，那

裏是不是白的我們不知道的，而且那裏一定不是白色的，是嗎？我們望到那裏是白色

的卻未必是白色的，因為何解？我們望到一隻杯，我們見到一隻杯了，這隻杯不過是

我們的認識，認識力裏面的一個影子，一個 image，那個，其實它本身並不是一隻

杯來的，照科學家的講法，它是一堆電子和一堆質子，不斷正在活動著，是嗎？我們

見不到電子，見不到質子的，我們見到成隻杯，是嗎？這件物件本身不是杯來的，但

是我們確是見到它是杯。這是我們的知識，我們的認識力，受了那件東西的影響，把

那件東西所影響反映進來我們處，我們就覺得有個杯，那件東西不是沒有的，不是空

的，那件「依他起性」的東西不是空的，是嗎？聽不聽得明白？這樣，這些我們所見

的，我們所知的東西統統是影像，眼見到的顏色，顏色又是影像，你不要這樣駁，然

則影像是無了？誰說無？不過我們只是見到那個影像而已，譬如我見到一隻杯，我見

到一隻杯是影像，我沒有講那隻杯是沒有，是嗎？杯有杯的本質，不過我就見不到它

的本質，只是見到影像，那見東西的自身我們不能夠見得到的。

好像那個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那樣，他說世界上有很

多東西都是不可知的。最低限度有兩種東西是不可知的，第一、物的自身不可知，物

的自身就是那件東西了，我們不知道的，這隻杯的自身我們見不到的，我們只是見到

由這隻杯反映到這件東西的自身，反映進來我們的視覺，反映進來我們的意識裡面，

我們就說有隻杯而已。那件東西到底它的本身是甚麼確是天曉得。是嗎？不知的。物

的自身我們無辦法知，物的自身叫做 thing in itself，物的自身無辦法知。康德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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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上帝的有無也是不可知，他說兩種不可知。上帝的有無也是不可知，何解？我們

怎樣知有？這個宗教家一定 他，上帝是有的，你說上帝有無不可知？你說有，如何駡

有法？你見過沒有？你摸過未？是嗎？站在哲學立場就與宗教立場不同就是這樣的原

因。好了，這樣我們所見到的影像，當我們入定，修禪定的時後，都有影像的，是

嗎？不可能沒有影像的，修禪定的時候都有影像的，不過有一個時候那個影像是沉沒

的，當你見道，見到那個真如的時候那個影子是沉沒的。就直接把捉那個真如了，就

不是影像了，是實質來的。其餘的，除了見道，即是除了見性的那個時候，只是那一

剎那，那幾秒鐘，其餘的時候一定有影像。影像不出四種影像，一種叫做有分別的影

像，我們一路想，想它出來的，一路跟著想的。譬如我現在想，我的意識在這裡想，

我閉上眼睛這裡想，想現在孫悟空在大 天宮了，在這裡這樣想了，想一幕這樣的景閙

象出來，我們真的覺得好像有個孫悟空拿著一支棍兩頭舞，看到它在天宮處亂打一

通，我們試試，這不就是影像？這個影像怎樣？要靠我一路想的，不想它就沒有了，

這個就是有分別的影像。大概有分別的影像都是意識的，其他的多數都是無分別，都

是有分別的。好了，眼見到的東西有無有分別影像呢？

譬如我看電影，看電視，一路動，是不是有分別影像呢？因為何解？眼識沒有甚

麼分別力的，眼識不會思考的嘛，是嗎？那個電視，那個電影好像會動，實在那電

視、電影沒有動的，我們見到的電視會動的，見到電視裡的那個老人家會拿著煙的斗

來抽的，這是我們自已騙自己而已，在電影裏我們見的是根本沒有動的，我們說見到

電影裡那個老人家會拿著煙斗來抽的，他的手會動的，這是我們自已騙自己而已。何

解？每一個剎那，每一秒鐘，每一秒鐘百分之幾的一幅，幅幅靜的，我們拿菲林來看

看，整整一吋菲林，幅幅是靜的，一路路那樣，幅幅不同，那個老人家會拿著煙斗，

第一幅這樣，第二幅這樣，第三幅這樣，一路經過了幾十幅了，一路幅幅打出來，幅

幅是靜的，打來我處，靜的，我們那個意識分別，他動了！他拿著煙斗了，其實是幅

幅拿著煙斗，幅幅都不動的。是嗎？這樣，眼識，當我們的視覺，我們的眼識看東西

的時候，有無有分別影像？這個在佛教裏面到現在都仍然成問題。意識裏就有分別影

像，因為眼識不會思維的嘛，但是譬如我這樣，既然我們沒有看見東西在動，看見那

只牛在走，在動，這樣眼識的影子不就是有郁動了？動而已！不是有分別，是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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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沒有說這隻牛，現在那隻牛動，我的眼看的時候，眼識不會這樣想的，但意識就會

了，意識跟著，當我眼識看見那隻牛郁動，而我們的意識也在活動的時候，我們的眼

識就像影相機那樣，無所謂郁與不郁，是嗎？看著那些東西，但是意識就會了，那隻

牛在動了，聽不聽得明白？

這個就是哲學上所謂的知識論的問題了。Epistemology裏面的問題了，這是很

淺的認識論、知識論的問題，所以有很多人認為，有分別影像只是意識裡面才有的，

其他的識沒有的，不過，我們可以撇開來講，我們現在講入定，入禪定，禪定，真證

入禪定時眼睛是看不到東西的，完全是意識在活動而已，我們就可以撇開，撇開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只是就意識這裏來講，這樣意識所見到的影子，那些

image有些是有分別的，一路由意識一路起，這個「分別」當思想，一路思想一路

轉變的。譬如現在，我剛才舉個例，我們閉上眼睛想孫悟空大鬧天宮，一路起分別、

起思惟的，不起思惟的時候就不動的了，是嗎？這樣是有分別的。第二種無分別影

像，無分別影像是怎樣？譬如你，想一個阿彌陀佛在前面放光，當你想阿彌陀佛的時

候，你就這樣想，現在前面，前面一團東西光光地，現了！初初就一團光而已，後來

就變了！變出個阿彌陀佛出來了！阿彌陀佛的那隻腳出現了！阿彌陀佛的身出現了！

整個出現了！這就是影子了，那些 image整日變的影子，是有分別還是無分別？你

答我。

聽眾：有分別。

羅公：有分別仍然是有分別，到了我們有分別，分別到整個阿彌陀佛坐在這裏了，在

這裡放 光了！着

那時好像眼定定的看著他那樣的，閉上眼睛看著他，那時是無分別影像，是嗎？

無分別影像。所以有時有分別影像，有時是無分別影像，有分別影像是修觀的時候，

修觀的時候，修觀的時候郁嘛！〔修觀〕時候的境界來的，這樣無分別影像是一種修

止的境界，這樣這種修止、修觀，一種是止的境界，一種是觀的境界我們明白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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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要問了：有些是凡夫，有些是佛，有些是菩薩，凡夫亦可以修止觀，菩薩亦

修止觀，佛也修止觀的，這樣，這個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是指什麼？指凡夫修禪

定的境界抑或是那些菩薩修禪定的境界呢？抑或佛修禪定的境界呢？即是問題了，我

們讀經不是只是拿著部經讀就了的，會有這些問題跟著，尤其是講經的人，你不講人

家都會問你的嘛！你以為好像法師講經，坐在那裏無人敢問嗎？好像如果你是一個教

授，一個教員，好像我們那樣講法，別人會問你的嘛！尤其是你在那些學會，在大學

裏面講，你一定起碼會留半小時讓人發問的，不是好像法師講完，啪！一下，然後叮

叮叮 ！這樣就走人，沒人敢問那樣的。人家問你，這些到底是不是凡夫修禪定的時嘭

候，修止觀的時候有這兩種影像。到了我們見性了，做了菩薩也是一樣，又或者成佛

都一樣？是不是呢？我就不苛求你們現在即刻答，因為何解？你們要遲一些你們才答

得到的，我先答，我先代表那個圓測法師講給你聽，這些是地前的，這兩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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