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前的、這兩個地前的影像。這本經裏面所講的這兩種影像，有分別影像與無分

別影像，是指見性之前的，見道之前的影像。見道後的那些就怎樣？第三種：「事邊

際 」 的 影 像 。 「 事 邊 際 」 ， 怎 樣 叫 做 「 邊 際 」 ？ 邊 際 就 是  limit ， 界

限，limit，boundary，邊際。「事」者，事事物物，事事物物就是這麼多了，就是

邊際了。邊際、事邊際，所謂「事邊際」，裏面包括兩種東西，記住，「事邊際」，

所謂「事邊際」即是什麼？這裏一路一路深了，不聽的，只是看就很難，很難懂了。

「事邊際」的影像包括兩種東西，第一種叫做「盡所有性」，這些名詞聽很難懂

的，慢慢你就會很熟了，「性」字者，體質那樣解，盡所有的物體、事體，「盡所

有」；第二種就叫做「如所有」，宇宙萬有不外就是這兩種東西而已，在佛家來看，

整個宇宙萬有不外是這兩性，「事邊際」，整個宇宙萬有的、我們所能了解的東西不

外兩種，一種就是「盡所有性」，一種就是「如所有性」，什麼叫做「盡所有性」？

這些文字你查《佛學大辭典》查三年你都不懂，何解？它用了很雅的說話去講給

你聽，他不肯、他不用俗說話講給你聽，我用最俗的說話講給你聽。「盡所有」，如

果你查《佛學大辭典》就根本沒有，丁福保的那本《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真是豈有

此理！這個老頭子要拉他出來拍他的屁股才行！「盡所有性」、「如所有性」好像根

本就沒有！我查過。如果沒有就真該打了。這本書很不完備的，這個是怎樣？

凡宇宙間、天地間的萬物，有很多種類的，是嗎？譬如人是動物的這一類，那塊

石頭就是礦物那一類，是嗎？這裏又有一類。將人來分，這些是老年人的一類，那些

叫做少年人那一類，那些叫做小孩子一類，都可以的分類的，什麼都可以分類的，這

樣即是可以品類了。是嗎？品類，用品類就可以將天地萬物我都可以全部包括了，譬

如天地萬物的東西，譬如我們普通來講，有動物，有植物，有植物，有礦物，一說動

物，所有的四隻腳一條尾，甚至沒有眼的烏蠅，蝙蝠，有尾無腳的那些沙蟲，什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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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包了，是嗎？

盡其所有，會郁的東西盡其所有，會郁的東西全部以「動物」兩字就全部包括

了。「盡其所有」了。是嗎？是要這樣俗講給你聽才明白的，如果是照字典那樣講給

你聽就一世都不明的。什麼花花草草，水仙花、甚至那些青苔等等，總之它是植物，

一腳踢盡其所有就叫做植物，是嗎？「盡所有」了！更受歡迎的黃金、鈾礦等等，總

之應有盡有所有礦物全部包括，植物、用礦物兩個字就包括了，盡其所有，這是品

類，品類就是「盡所有性」，世界上的東西，即是各品各類，是嗎？物就有這樣了，

再將動物、植物又來到總括，我們就叫它做什麼？

生物，生物這個名稱，這一類就包括動物、植物兩類了，這樣一句話「生物」就

把有兩種東西都盡其所有包括了，生物與礦物，兩種包括我們就是用一個「物」字，

一個「物」字就包括了盡其所有，生物與礦物都包括了這個「物」字。還有，或者有

些不是物，譬如基督教徒或者什麼信有靈魂，靈魂不是物來的，靈魂是非物，物之外

假使有些叫做非物，那是怎樣？我們可以用一個字，存在，或者叫做 being，或者叫

做存在，用這個字，物與非物都是存在的，用一個「存在」這個字，盡其所有包括，

是嗎？

佛經都是用「法」字，佛法無邊的「法」字。一個「法」字，「法」者，即事事

物物叫做「法」，不過「法」是連存在與不存在的都包括了。物與非物，非物、非物

之中又有不存在都說不定的，存在。佛家將凡是不論存在或不存在，佛家都統統都叫

做「法」，現在這個物、非物都是存在的，存在與非存在佛家叫做「法」。

存在的、非存在的，影相機、那間屋，這些是存在的，是嗎？有什麼是非存在

的？齊天大聖這些就是非存在的，是嗎？龜毛，龜的毛、兔的角，這些是不存在的。

總之存在也好，不存在也好，一腳踢，用一個「法」字就全部代表了。「盡所有性」

一個「法」字，明不明白？這個「盡所有性」，品類。是嗎？

2



那麼「如所有性」又怎樣？我們說阿甲這個人是好人來的，很有道德的，說他很

有道德，是不是講品類？不是，不是品類，是講什麼？講品德確是如此。如此什麼？

如此的好。品德「如所有性」。是嗎？品德、品質，或者又可以叫做品質，所謂「如

所有性」就是品質，是嗎？萬事萬物的品類，謂之「盡所有性」，萬事萬物的品質叫

做「如所有性」，一般就是這樣解。

不過在佛經裏面講「如所有性」都是講好的品質，不講那些壞的，就有一點不

同，這樣「盡所有性」就無疑了。現在叫做，現在的科學家的「盡所有性」就是什

麼？動物、植物、礦物等等，分了很多分類的，是嗎？用一個「物」字來統貫，這樣

佛家的用法，所謂「如所有性」是什麼？用什麼來講？佛家的「如所有性」，啊！不

是，「盡所有性」，五蘊，是嗎？五蘊，色、受、想、行、識，所有世界上現象界裏

面除了本體，現象界裏面什麼東西五蘊統統包括，是嗎？天上的星星，地下的泉水，

都是物質，是嗎？物質我們叫做「色蘊」。

很歡喜了！感受非常好的家庭之樂很好，「受」，是嗎？「受了」。某某皇后，

亨利第八要拉她去殺頭，很苦呀！殺她的時候兩頭跳，搞到那個人一斧頭劈下去都劈

不死她，要譬幾斧頭才能夠死，死得很慘，臨死很苦，英國不是有一個皇后這樣？亨

利八世有很多個皇后被他殺頭的，有一個死得很慘的，這是苦，又是感受。他新婚快

樂又是感受，那個皇后被人這樣砍頭也是感受，是嗎？

又是感受，共產黨將鄉下那些有田地的主人拉出來跪玻璃，跪到他眼淚水流流也

是感受，都是感受，你聽音樂，聽得飄飄欲仙又是感受，總言之天下、天下間不論人

以及其他動物，甚至古人與後來的今人，所有一切感受，不論苦的、樂的統統一腳

踢，括到一齊，我們叫做「受蘊」，盡其所有，叫做「受蘊」，一個「受蘊」就包括

了一切「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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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蘊」，「想」者，即是什麼？印象、概念，把古今以來，古今中外，一切人

所有的印象，所有的概念，心理上的概念與印象通通一腳踢全部包括，我們叫它做

「想蘊」，這就是「盡所有」。「行蘊」，除了「受」與「想」之外一切心理作用，

以及一切那些假立的，好像科學的公式等等這些，通通一腳踢全部包括，我們統統叫

它做「行蘊」，又是「盡其所有」。

我們所有，每個人有八個識，人人有那八個識，螻蟻蛇蟲通通有八個識，所有一

切眾生的八個識通通一腳踢，總括全部，我們叫它做「識蘊」，「盡其所有」。這樣

即是五個「蘊」就把一世界上一切有形有象的那些一切現象，一切 phenomena 通

通盡其所有全部包括了，五蘊就是「盡所有性」是嗎？那麼五蘊只是講現象界而已！

沒有講真如，五蘊不包括真如，不包括無為法的，十二處就包括無為法了，除了、除

了有為法之外無為法也包括的，這樣又更加一腳踢了，又「盡其所有」了。

十八界亦是一樣，將十二處把它來攪勻再分為十八份，好像你們打麻雀(麻將)那

樣，是嗎？現在又分成十二，一鋪(圈)分成十二份，搞亂它又再分過，分十八份都

行，你整夠十九份、二十份都可以的。不過以前沒有人這樣試過那樣解。這樣，這些

就叫做什麼？十二處、十八界都盡其所有。然則佛經裏面所講的「盡所有性」是指什

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這些，因為這些東西能夠盡世界上一切東西都包括的，不

只包括，還將它那些各種各類分得清清楚楚，一方面分得清清楚楚，一方面總括起來

的，叫做「盡所有性」。這樣即是說，然則我們說「盡所有性」是所謂現象界裏面一

切的那些品類總括起來，叫做「盡所有性」。聽不聽得明白？

你可以去考一下，那些人不能夠講得這麼俗的，只有我才能講得這麼俗，那些人

他一定會這樣講的，法師講：「盡所有性」者，是宇宙萬物之一切性也！辭典就這樣

講的，諸法之一切性也，諸法即是宇宙萬象，你可以查字典，「盡所有性」者，謂，

「盡所有性」者，謂諸法的一切性。你解給我聽一下，麻煩你，它連「之」字都略

了，諸法「之」一切性嘛！連這個「之」字，佛經裡面連「之」字都略了去的，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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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即是宇宙萬有！「一切」者，一切種類都包括在內的。這個「性」字不是當人性的

「性」那樣解的。在語言上表示那種狀況叫做「性」，這樣就識解了？

現在就解「如所有性」就指什麼？品質了，「盡所有性」就是在量方面

的，quantity 那方面的。「如所有性」是 quality 的方面，質的方面，質的方面有兩

種，一種是善惡，這是世間法，那些是出世間，這些就叫做善，那些就叫做惡，這就

是品質了，是嗎？都不算，這些都是皮外的，最緊要的品質裡面，這些就叫做「無為

法」，是嗎？這些就是真的，不是假的，其他的東西都是假的，這些是真的，其他的

東西樣樣都是整日不變的，只有這種東西是永恆不變的，這種東西是永恆不變的，叫

做真如，「真」者，不虛妄的，它的品質不是假的，「如」者，常常不變的，這就是

品質方面。然則所謂「如所有性」，籠統來講就是宇宙萬物的品質，而宇宙萬物的品

質之中，我們特別注意的，特別注重的就是真如。

其他的東西，那個「盡所有性」一提我們就知道了。譬如動物，我們不用說動物

的性質是如何如何！會郁的那些就差不多動物了。聽不聽得明白？「如所有性」者，

是指宇宙萬物的品質來講，但是特別最緊要的就是指分別。所以有些人就將它來這樣

分了，「如所有性」指萬物的本體，簡稱之謂之「體」。「盡所有性」者，指萬物的

相狀與作用，簡單言之就叫做「用」。又有人講，「如所有性」最重要的就是指真如

了，真如是勝義諦，所以「如所有性」就是勝義諦。

「盡所有性」一定是世俗諦，何解？各種各類講得出的就一定不是離言的嘛！所

以於是有人這樣，「如所有性」就是勝義諦；「盡所有性」就是世俗諦。唐朝很多法

師就這樣解釋。然則怎樣總括呢？我現在總括，解得寬些，放寬一些來解，廣義的就

照我剛才的解法，「如所有性」者就是萬事、宇宙萬有的品質，「盡所有性」者就是

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品類，這是最寬的講法；最狹義的講法就是什麼？

「如所有性」就是真如；「盡所有性」就是一切有為法，一切現象界的萬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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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的了，不寬不狹之間就怎樣？「如所有性」就是勝義諦，有為法都有「離言自性」

的，「盡所有性」就是世俗諦，聽不聽得明白？以後你看佛經，看「如所有性」、

「盡所有性」你就可以怎樣？縱橫闊步都可以了。這樣兩種相加，「如所有性」與

「盡所有性」加起來就是「事邊際」，萬事萬物都包括了，就是「邊際」，limit 就

是這麼多了，那個 boundary 就是這麼多了。這樣「如所有性」就是什麼？見道才能

夠證到真如的嘛！

「事邊際」，所以這些就是地上菩薩的境界，然則你可以這樣駁，「如所有性」

我們要見道才見到，「盡所有性」未見道都可以，是，你差一種就夠弊了！是嗎？還

有，我們未見道之前，了解「盡所有性」呢，「如所有性」固然就無交易了，看不

到，「盡所有性」我們總可以看到的，但是我們看到的只是看到什麼？只是用我們世

俗的識來看而已，用有漏的意識，用有漏的八個識去了解，有漏的六個識，不要八個

識了，六個識去了解而已。

一到見了道之後，你的根本智出現的時候就證到這個「如所有性」，證完了「如

所有性」之後，那個根本智就沉沒，那個後得智起，後得智了解的「盡所有性」，以

後得智去了解比較我們更深刻，更加滲透，這個聽不聽得明白？這樣就是「盡所有

性」、「如所有性」。兩種加起來叫「事邊際所緣境事」。聽不聽得明白？聽得久一

點你就會明白了。

聽眾：聽多幾次。

羅公：第四種，所作成辦。所作成辦呢，即是所應該做的事情。都能夠成辦，即是成

就，都可以成就的，神通廣大，出神入化，這個是什麼？佛、佛，佛的定中，

佛整日都在定中，佛的境界，佛的所作成辦。這是圓測法師的講法，不是我解

的，是圓測法師的解釋，他排列了很多種解，不過主要是這個。

這種解法又有很多不同的解法的，如果照這個解法就很嚴格的，你如果未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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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這兩種而已！第一、二種影像而已！是嗎？你見了道，十地菩薩，第三種影像

而已！第四種影像還是未有你的份的！一定要你成佛才行的！這樣講法，這是什麼？

是就「盡分限」來講，或者「盡分際」來講，你們那天問我，盡其分際來講，是嗎？

就要這麼嚴格而已，其實有分別、無分別，難道他見了道之後就沒有有分別、無分別

嗎？都有有分別、無分別影像的。是嗎？

這樣即是說，有分別影像與無分別影像不需要見道的，未見道前都可以，都有

的，是嗎？見了道就更加有，佛就更加有，是嗎？這樣就不用、不用強性規定它是未

見道。但經裏面講的這樣就是「盡分限」，你都未見道的人就只是這兩種而已 !第三

種影像無你份的！「盡其分限」，嚴格的經的講法。圓測法師的講法。寬一些的講法

是彌勒菩薩的講法，這些東西都有的，眾生都有了，佛就更加有了。這就是彌勒菩薩

的講法。

好了，這樣「事邊際」，照圓測法師的解法，就一點，圓測法師就嚴格依著這本

經的，這本經就說要見了道才能夠的。如果照彌勒菩薩就說不是的，未見道有未見道

的邊際，我們現在未見道，難道我想一想那個真如都不行嗎？想一下都是「事邊際」

的，那就很寬的。「所作成辦」就更加寬了，圓測法師的講法是成了佛之後才有資格

講的，彌勒菩薩就說不是，未見道的人也可以。譬喻，他說例如我們學修定的人，未

曾得到輕安，就周身都好像很沉重那樣的，但到我們身得到輕安，我們目的是想得輕

安的話，我們現在得輕安了，好像大氣磅薄，身體很輕快安穩那樣，那樣就所作成辦

了！是嗎？

就是所作成辦？未見道一樣可以所作成辦的，即是說，所作成辦，譬如他是修到

初禪，他又未見道，但是已經修到初禪了，對於初禪來講就是所作成就、成辦了！他

修到二禪，二禪就是所作成辦了！都可以的！這是彌勒菩薩的講法，彌勒菩薩講得很

寬。但是寬有寬的好處，即是我們個個都有，是嗎？連到「所作成辦」我們都有。是

嗎？譬如，你就硬是數，叫你數呼吸，你平時到五十下，數五次，一到十數五次就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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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的心裡目的硬是這樣，讓我數到三百都不亂我就心滿意足了！假使你這樣。果

然有一天你練著練著，果然有一天你真是數到三百都不亂了，你就是「所作成辦」

了，你的目標達到了嘛！你所定的「分際」是這樣了，這樣就達到「分際」了。聽不

聽得明白？

這樣照彌勒菩薩的講法就很寬的，不過經裏面就很嚴格的，如果你解這本經，就

要側重圓測法師的講法，彌勒菩薩的講法是另一說。是嗎？這樣解，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這四種影像就知道了，第一、二種影像就地前可有，第三種影像就地上可有；第

四種影像要佛才能有，是嗎？你這幾句寫兩行字你就全部寫了，不用學得我剛才講的

這麼囉嗦，你寫兩行字就行了。第一、二種影像地前可有，地前可有即是地上更可有

了！是嗎？第三、第三種影像就是地上菩薩可有，第四種影像就要佛才能有，兩行字

都不夠。

聽眾：你不講我們不識的。

羅公：唔？

聽眾：你不講我們不了解。

羅公：我不講你看三年後你都未識，我看了幾十年，十幾歲看到今年七十幾歲……

聽眾：不曉(識)解，這四句話都不曉解，你不講我以前也不曉解。

羅公：所以那些傻仔說：我無所不知的！溫哥華的那個方某人：三藏十二部經哪一部

我不識看！有一個這樣的人，溫哥華，我一聽到真是笑話！有種這樣的人！

聽眾：識都不要這樣講。

羅公：可能你認識他都說不定。

聽眾：識都不要這樣講。

羅公：你在溫哥華佛堂你識不識？不識得嗎？好了，講到這裏，現在要講下去要再深

一步了。

然則坐禪由今日第一次坐禪一路到成佛，不外只是四種境界而已！是嗎？就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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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簡單的？這又不是很簡單的，「有分別影像」很多有分別的，是嗎？你修「五蘊皆

空」又有分別，是嗎？你修一個「真如緣起觀」又是有分別，是嗎？你修天台宗的

「一心三觀」又是有分別，這樣只是「有分別」其種類不知凡幾！是嗎？你不要以為

這麼簡單，四種而已！是呀！好了，然則，總括起來有幾多種呢？總括起來真是恆河

沙數了，這件事就難講了。不過舉其要者，佛家的講法就有幾種，有幾種，這四種是

幾種中的一類而已，所緣的境，「緣」即是認識，我們在定中、入定所認識的境，

「所緣」兩個字就算了，不用要「境」兩個字。

佛家所常用的所緣境就是這四種，再詳細講就恒河沙數。今日講這四種就不知夠

不夠時間講，所以你們看經就不要以為就那兩行字而已，兩行字就搞出很多葛藤了，

如果這些書就大大疊。「遍滿」兩個字很神秘是嗎？「遍」就普遍，「滿」就圓滿，

很圓滿，這四種叫做「遍滿所緣」，記住，「遍滿所緣」看起來就很神秘，是嗎？又

普遍又圓滿的，啊！真是很引人入勝的這幾個字，其實不是，其實是什麼？

「遍」者，到處都有就叫做「遍」，「滿」者，亦是什麼？包括了一切的就叫做

「滿」，complete 就是滿，「遍滿」者，一譯做英文你就容易解了，general，

「遍滿」，又「遍」又「滿」就是「總」，那個、那個經理，那個 general 叫做什

麼？general 不就是「遍滿」？整間廠全部是他管理的就是「遍」了，無所不入的，

整家廠的責任在他那裏的，就是「滿」了。General，總的，譯作俗話是什麼？一般

性的，四個字，這樣就什麼神秘都沒有了。

在香港有個珠寶叫做什麼？施江信，這個人有很多錢，捐了很多錢給佛寺。我和

他聊天，他對住我講：唉！我一向都很虔誠信佛的。我聽到你講現在就反而就不是很

相信了。被他氣死了！何解呢？他說：很多東西很神聖的，講到好像很平凡那樣。不

是，什麼很神聖？樣樣你了解了就樣樣都是很平凡。釋迦佛去食飯都是拿只缽，用手

抓下去，你以為釋迦佛吃飯，那些飯會飛到釋迦佛的口裡嗎？是嗎？凡是真理的東西

都是很平凡的，是嗎？這樣，確是有很多東西是這樣的，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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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滿」兩個字，怎樣叫做「遍滿」？你看，看一、兩年，陳芷君你看看，三年

我包你不明白什麼叫「遍滿」。你只得了神秘的感覺，得了神秘，原來所謂一般性

的，何解叫一般性？不論什麼所緣都不出這四種，例如什麼？你天台宗修止觀就修一

心三觀，「一心三觀」是什麼？當你未見道的時候，你就「有分別影像」，是嗎？當

你觀到停在這理，止的時候了，你一心，三者具備了，那個心停在這裡的時候就是止

了，止的時候就是「無分別影像」了，是嗎？當你修著修著，修到你見性之後，那就

是「事邊際」了！當你真是成了佛了，那時你就「所作成辦」了！

你修密宗，修「阿」字觀那樣，當你修這個「阿」字觀，那個字形好似細路哥畫

圖畫那樣，閉上眼睛畫那個「阿」字，畫了這邊就不見了那邊，初時就是一路這樣就

「有分別」了，是嗎？漸漸地畫到整個「阿」字玲瓏浮凸豎在那裏了，你就不再想

了，那時叫做「無分別」了。到你一路修，修到見道了，「事邊際」了。真是你即身

成佛了，成了佛就是所作成辦，密宗就這樣。你參禪，參禪最容易，父母未生我先前

我是什麼？你想、想、想，想到胃口全無都想不通的，這樣一日這樣想，這是什麼？

這是有分別影像，是嗎？

想，想到累的時候就停在那裡不想了，無分別影像。真是好像六祖那樣，他見道

了，「事邊際」，到了他成佛還不是一樣「所作成辦」？一樣，即是孫悟空任你怎樣

走，跳不出如來佛祖的五指山，這個四指山，任你什麼止觀都跳不出《解深密經》這

個四指山。是嗎？

所以叫做「遍滿」，是一般性的，總性的，總的，一般性的。這樣「遍滿所緣」

之中一定有，有分別就要有境界的，有 image 的，無分別都有個無分別的 image豎

在那裏的，那些 image 是在哪裏得出來的？Image 在這四種得來的，這四種就是指

那些 image 的不同，有些是所緣的 image，影像，有些影像是淨行的影像，怎樣是

「淨行」？淨者，洗淨你，洗淨你，掃淨你，掃淨你，洗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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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你的觀行，把你的觀行掃、洗得乾乾淨淨，令你靜坐的時候一塵不染

的，有這樣的力量的。這些這樣的 image 就叫做「淨行所緣」。即是這樣的 image

有這樣的 purpose，有這樣的功用，令你在觀的時候把你的觀行越整越明朗，越整

越清淨的，這些叫做「淨行所緣」。這樣，這個你自己寫了，我不寫了，遍滿所緣總

有四種，是嗎？你讀那四種我聽？

聽眾：有分別。

羅公：一，有分別影像，二、無分別影像；三、事邊際影像；四、所作成辦影像。

「成辦」即是成就，四種。「淨行所緣」有幾多種？五種，淨行所緣有五種，

來記下。

好似細路哥叫的什麼？unseen dictation 那樣，第一，貪就觀不淨；你貪心重

的，師傅就教你：你修不淨觀吧！如果你自己沒有師傅，你就自己覺得，我都是貪念

重的，這個「貪」字指什麼？以男女情欲為主，其次以食欲為主，其餘是什麼？財、

功名那些，是這些，所以要修不淨觀，修那個人腐爛，發青發紫，貪、貪心重就觀不

淨，修不淨觀，觀了，這個不淨觀就觀了，當你觀的時候就是有分別影像了，是嗎？

當你觀，觀到成排白骨，什麼都沒有了，你就好像坐在那裡對著那棚白骨，那時候就

止了，是嗎？貪、貪心重者觀不淨，貪就觀不淨；嗔、貪、嗔、癡的「嗔」。

聽眾：慈悲觀。

羅公：「嗔」就觀慈悲，「嗔」、你惱怒重，整天發 憎忟 (發脾氣)的，脾氣不好的，

你就修慈悲觀，至於不淨觀如何觀？慈悲觀如何觀法？這件事我就講不了那麼

多了，是嗎？你自己去找書來看。

聽眾：這個是不是即是五停心觀？

聽眾：是。

聽眾：這個即是五停心觀？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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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五停心觀就是此，五停心觀都是淨行所緣來的，這樣，如果你想詳細研究不淨

觀，你就不要買坊間在書架裡面能夠拉出來看的那些，那些沒有用的！那些是

低級到極的，是嗎？要不就不賭錢，賭錢就要做高莊，就不要做低莊，講笑

話。

那些什麼在那裡拔一本《不淨觀的修法》，那些全部扔了，不要看，看什麼？看

一些聖人造的。看什麼？講不淨觀講得最詳細的，我現在介紹給你，二十二，《俱舍

論》第 22卷，裏面很詳細教你修不淨觀的，你要看這些才行，你不要看小冊子，那

些小冊子，它在那裏抄出來，也不知有沒有抄錯，你看這些，看那些聖人所造的，以

聖人為師，以聖人為友，不要理這些凡夫。

《俱舍論》，世親菩薩的，《瑜伽論》，彌勒菩薩的，第廿六卷，《瑜伽師地

論》第 26卷，很多種的，不過我介紹這兩種你看，如果你想看小乘的講法，小乘的

講法就看《俱舍論》，想看大乘人的講法就看《瑜伽師地論》，第一，「貪」就觀不

淨，「嗔」就觀慈悲了，修慈悲觀的，你參考的就是《涅槃經》，《大般涅槃經》第

十五卷，《涅槃經》第十五卷，《瑜伽師地論》第三十三卷；第二十七卷；這兩卷修

慈悲觀的。

這些即是差不多可以拿出來做標準的，「嗔」就觀慈悲，什麼？「癡」、是嗎？

癡就觀緣起，「癡」者，愚蠢，stupid，英文的 stupid，愚蠢重的你就觀什麼？緣

起。宇宙萬物都是眾緣和合而成。這樣，你這樣修這個緣起觀修得多，你就不會有我

執，除你的我執，除你的法執，如果你癡心重的，就觀緣起，到處都有了，緣起觀，

那個教你修緣起觀的那個，《瑜伽師地論》第二十七卷，修緣起觀的那個，《瑜伽師

地論》第二十七卷，《瑜伽師地論》，這本最詳細的。

緣起觀，「貪」觀不淨；「嗔」觀慈悲；那個什麼？「癡」就觀緣起，是嗎？

「慢」的呢？驕慢，「慢」的呢？就觀差別。有兩種，慢的呢？驕慢，這樣呢？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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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呢？這樣呢？就觀差別，還有兩種界差別觀法，一個人的生命，不是人生，一個

人的生命，不外是六種元素造成的，就叫做「六界觀」，是什麼？硬的、硬性的，六

界，「界」即是原素，六種元素造成。這六種元素普通來講，硬性的骨頭的那一類就

屬地。那些血液就屬水。有些呼吸就屬風。那些體溫，溫度就屬火。

那些空隙，一些罅隙的！就屬空，我們的認識力的心理作用，認識、認識力，就

叫做「識」，唯識的「識」，地、水、火、風、空、識，這六種就構成了生命的元

素，「界」即是元素。這樣觀，觀得多就覺得確實沒有一個「我」的，又有什麼好

「慢」呢？這幾尺高的東西，都是那六種東西出出入入這樣而成的，慢慢地一路壞了

就變成了死屍了，無可驕傲的，所以慢(作這樣觀)，「差別」就是不同，六界不同，

六種不同的元素聚集而成的。「六界觀」。又有些人觀十八界，十八界觀，人身、人

的生命不外是什麼？

六根，六了，六塵、又六了，十二了，六識，三六就一十八，十八界觀，兩種，

界差別觀兩種，界差別觀的，二十二，《瑜伽師地論》，二十七，還有一種，淨行五

種的。「癡」，整天想事多的，有一種人不想不行的，沉思多的就觀入息與出息，呼

吸入，我們跟著它入，現在入，入了就停在那裡，我們知道它停，呼吸出了，我們跟

著它，知道它出，硬是這樣跟，跟著息，這樣心就會定了，沉思就少了，沉思多者就

觀出入息。

聽眾：即是數息觀。

羅公：什麼？

聽眾：即是數息觀。

羅公：即是數息，天台宗就說：「宜多數息」。它用那個「宜」，我用名詞不喜歡用

那些二手名詞的，用一手名詞的。同時我勸人看書要看一手的書，不要看二

手。不過最好不要買那些經紀買了之後轉送你的，無謂給他賺，因為給他賺，

轉了還很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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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淨行所緣有五種，你當有，你那個煩惱太多的，你就要修淨行所緣，在淨行

所緣裡揀一種來修，你做師傅教別人修定，你都要因應他這個人是缺點何在，教他修

哪一種，就不是說一腳踢，統統修「阿」字觀了!統統如何，這樣不行的。是嗎？這

樣當你修觀的時候，不淨觀又將它分為四種遍滿所緣了。

你現在還未見道的，你就有分別影像，而且你初初修觀，仍然先修止後修觀，話

分兩頭，學的時候就先學修止就後學修觀，但是你真正起首修止的時候，就先觀一觀

的，觀了然後才能止的，你觀阿彌陀佛，你修，你修這個念佛止觀，你觀西方阿彌陀

佛那樣，你一定一坐，坐落就觀西方怎樣怎樣，阿彌陀佛如何相好那樣，這樣修，你

這樣就觀了，觀完之後，然後整個阿彌陀佛就坐在那裏了，那時才是止的，是嗎？你

哪有這麼厲害的？一盤腳坐起就整個阿彌陀佛放光嗎？直接就修止了，可以呀！你都

不知道觀了多少年了，你起碼日日修，都要一年半載你才行，一定要修止，否則就一

定要先觀。先觀後止。好了，先放個 break。

有五種，是嗎？這樣善巧所緣又有五種，什麼叫做「善巧」？善巧那些西方人譯

它做什麼？skilful，方便善巧，這樣這個方便善巧的本質是什麼？指那個智慧，指智

慧，以智慧為體。善巧的所緣又有五種，第一種就是五蘊，「蘊善巧」，那些人執著

有為法是實的，就用五蘊來到破它了，所以說「蘊」是用來做什麼？破兩種東西，第

一個是執著有為法，有為法即是現象界，執現象界為實的就以五蘊破之，執有個實我

的，也是以五蘊來破它，所謂我，哪裏有「我」？只有五蘊而已，「蘊」。所以五蘊

是產生你的智慧的一種手段來的，所以叫做「蘊善巧」。

五蘊就不包括無為法的，只是將有為法來分類，分五類，如果將無為法也加下

去，就十二處了、十八界了，十八界裡面、十二處裏面，無為法是在哪一處呢？眼

根、眼根處、耳根處、鼻根處、舌根處、身根處、意根處，內有六根、六處，外、內

六處對外了解外面的六處，這樣是色處，這個「色」是狹義的，指 color，顏色，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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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香處、味處、觸處、法處，五蘊就不包括無為法的，這樣即是真如不在五蘊之內

了。這個真如與其他的無為，放在十二處的哪裏呢？你說應該要放在那裡呢？你說，

要放在哪處？放在哪裏？十二處放它在哪裏才對？

聽眾：意。

羅公：你說，什麼？

聽眾：意。

羅公：意處？意處是有為的。

聽眾：法處。

羅公：法處。意識所了解的無為法。意所對的法處。好了，我現在再考一下你們，考

一下你們的思維力。即是說貪、嗔、癡，貪、嗔、癡這些是心所，在十二處裏

面放在哪一處？想一想。

聽眾：意處？

羅公：你認為應該放在哪一處？想一想，想不想得到？想一想，想不想得到？

聽眾：意？

羅公：什麼？

聽眾：六處都有。

羅公：放在哪一處？你講，你又講。放在哪一處？

聽眾：所有處都有。

羅公：什麼？

聽眾：我說所有處都有。

羅公：不是。不是放在所有處，法處，貪、瞋、癡的心所通通是法處，是嗎？法處，

譬如你說這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數目字，這個

number，數，數放在哪一處？這裏的十二處是宇宙萬有無所不包的，那些

number放在哪裏？

聽眾：法處。

羅公：法處，沒有錯。十一處放不下的統統塞進法處，是嗎？法處。好了，這樣無為

法放進法處，然則真如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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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放在發處，是法處的一部分。這樣那些人執著又有內，又有外、又有心，內

有個永恆的心，外面有永恆的世界，起這種執著就十二處來破你，有些人就執著，心

物樣樣都執著的就是什麼？十八界了，十八界，這裏加一個什麼？眼識處對著那個聲

(色)處，中間就產生一個什麼？眼識處了，是嗎？不要那個「處」字，那個眼根對著

色處，對那個色境，中間有個什麼？由眼根就產生眼識了，由眼識就了解那個色境

了。是嗎？

耳根就產生耳識了，耳根產生耳識了，那個耳識去了解那個聲音；這樣，同一樣

道理，鼻根產生鼻識，了解香；舌根就產生舌識，去了解味；身根就產生身識；身識

即是觸覺，去了解所觸的境界；意根(去了)產生意識，意識就了解一切事事物物了。

來到這裏你又會提出一個問題了，你說十二處已經把宇宙萬有都包括了，現在又突然

整出六件東西出來，多了六個識，然則十二處就沒有包括那六個識？是不是？是嗎？

不是，不是你又怎樣答呢？不是了，你講，那六個識在哪裏呢？

聽眾：每一種起的時候都是有個識跟住的。

羅公：什麼？

聽眾：每一種起的時候都是有個識跟住的。

羅公：不是，識不起的時候都有眼根的，你睡著的時候，眼識不起都有眼根的。那六

個識，是呀！十二處裏面，這六個識放在哪處呢？是不是眼識放在眼根處？不

是，那就放在哪處呢？你要找個地方放下去才行的。

聽眾：意？

羅公：這是分別邊際嘛！緣「盡所有性」，將它來放得好像藥材鋪人執藥那樣，將藥

放進櫃桶裡，要放妥才行的，想一想。

聽眾：意？

羅公：什麼？

聽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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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意，放在意處，是嗎？歪一些就是了。

聽眾：法？

羅公：什麼？放在十二處是嗎？十二處的時候就放在意處的，那六個識，是，沒有

錯，放在意處，現在在意處裡面將那六個識扯了出來，給六個格子給它坐，一

個意處就縮小了，就變成了意界，就將這個意處裡面那六個識拉了出來，這

樣，那個意根，意根是什麼？

那個意根，過去那六個識就叫做意根處，意處，現在那六個識就叫做六個識根，

六個識界了，這樣，詳細明白，你想詳細很明白，你就要讀《俱舍論》了，讀《俱舍

論》對這些就很詳細，唯識都可以詳細講給你聽的，這樣詳細講給你聽，唯識裏面講

這些有哪兩本書講得最詳細呢？

講這些「盡所有性」的東西講得最詳細的是兩本書，兩本入門書，如果詳細當然

是《瑜伽師地論》了，入門的書，又正確的就兩本，一本叫做《五蘊論》，這裡我見

到過有一部《大乘五蘊論》；另外一本就叫做《百法明門論》，學唯識的入門書是這

兩本，一本叫做《五蘊論》，一本叫做《百法明門論》，《百法明門論》一頁紙那麼

多而已，《五蘊論》就詳細一些，最好覺岸法師或者別的什麼那些，那些法師是懂得

一些唯識的，就叫他講《百法明門論》，他會講的。你說：這麼多名相我們很難明白

的，法師你可不可以講一下《百法明門論》，我就費事浪費時間講了，老實講，讓給

他們講。《百法明門論》、《五蘊論》一定會講得你們明白的，你求他們講。你不要

說是我講的，你說我講的他就不講了。他會說：你不叫他講？求他們講《百法明門

論》。

這樣，如果你想詳細一些的，這裏有一本書，叫做《相宗綱要》裏面就講百法，

講得不錯，不過那些文字就稍為深些，不過百法裏面，有五十一個法，我那本《唯識

方隅》就解得很清楚給你知了，那些心所有五十一個，已經解得很清楚你知了，你找

第二本書沒有解得這麼清楚了，這樣就還有 49 個而已，是嗎？就 49 個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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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問題是我不是講百法，而是講那個十八界，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將它一

伸一縮，十二處與十八界就這樣縮，即是都是宇宙萬有，他將那個意處裡面的六個識

扯了出來，就這樣了。你會問：這樣意處裏面六個識都拉出來，意處就沒有東西了？

是嗎？就等於 zero 了？那又不是。如果大乘就更加不是了，大乘就怎樣？拉了六個

識出來，還有個「第七末那識」，還有「第八阿賴耶識」，不是變 zero，是嗎？大

乘就是這樣了。小乘呢？小乘他們相信只有六個識而已，這樣豈不是 zero？不是

zero，這六個識是現在的六個識扯了出來，過去的六個識就要意處，這樣很牽強，小

乘是這樣解的。這個不是今天講的範圍，不過也盡管略略講一講，是嗎？

這樣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五蘊叫做「蘊善巧」，十二處就叫做「處善巧」；

十八界就叫做「界善巧」。即是說什麼？這個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都是佛用來度眾

生，令到你排除那些我執、法執，立這個，用一種善巧方便的手段就教你們而已，不

過是如此而已。「蘊善巧」、「處善巧」、「界善巧」。

還有一種叫做「緣起善巧」，即是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十二緣

起，十二緣起就是用來解釋人的生死輪迴的道理的，是未了解生死輪迴的一種善巧方

便來的，十二緣起就叫做「緣起善巧」，還有一種叫做「處非處善巧」，這個就最難

解的，其實就最容易，那些人就覺得它難，你遇著那些講佛經誇口，呱呱聲誇口的那

些人，你最好就問他，處非處善巧？什麼叫做「處非處善巧」？「處非處善巧」與那

個十二、與那個「緣起善巧」又有什麼分別？如果他很容易十個中都有九個半會被你

問倒的。

現在我解給你們聽什麼叫做「處非處善巧」，「處」就是對的，「處」，那

「處」就是對的，「非處」，那處是不對的！即是對、不對，了解這種東西的對與不

對都要有一種善巧的智慧的，他講這套東西給你知是引發你的智慧，就叫做「善

巧」。「處非處善巧」。「處非處善巧」的內容是怎樣呢？內容不外就是這樣，作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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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就產生快樂的果報；作惡的業就產生苦的果報。這些就叫做「處」了，合理的，

是對的！就是「處」了。

如果有人說作了業就無果報的！佛就說：這是「非處」，是不對的！作了業因而

無果報的是不對的！就叫做「非處」了。或者你執著作了業的因，作善因，不是！作

善因會得惡的果報的，會得苦的果報的，作惡的因會得到樂的果報的，他說：這些是

「非處」，是不對的，聽不聽得明白？這樣，這個「處」於「非處」都是依據十二緣

起的，前生作業，今生受果來解的。你說「處非處善巧」與「緣起善巧」有什麼不

同？不同的在此，在什麼「此」？在於哪一點？

「緣起善巧」就是旨在說明生死輪迴的狀態，「處非處善巧」的宗旨在說明作善

得樂、作惡得苦，這種這樣的倫理的價值。「處非處善巧」，聽不聽的明白？這樣是

不是五種講完了？「遍行所緣」，不是！不是！「緣起善巧」、「蘊、處、界、緣

起、處非處」這五種處，其實還有很多種的，大乘有很多種，他依據小乘就是這五

種。講這五種好了，善巧，叫做「善巧所緣」了。

好了，還有一種是嗎？「淨惑所緣」，「惑」即是煩惱，煩惱又別名叫做

「惑」，把你那種煩惱，減你的煩惱的，這樣又如何呢？這是世間，世間道，這個是

不會見道的，這是修世間法，世間善的，「淨惑」。我在這裏靜坐的時候，現在欲界

有欲界的煩惱，這是太粗了，我要把欲界的貪、嗔、癡壓倒它、除它、壓倒它，就要

領受這個色界的初禪、二禪的快樂。

這樣就想，想一切情欲、一切貪心全部撇、撇、撇、撇、撇，撇到差不多地方上

下的時候，你就會入了初禪，色界，由初禪你就會覺你就是這樣，初禪都還是粗的感

覺，要第二禪才妙，這樣把初禪的粗的東西撇、撇、撇、撇、撇，撇著撇著，撇到差

不多上下，你就入了第二禪，這樣所謂「淨惑」即是說觀，觀什麼呢？觀「下地粗

性」，「上地妙性」，這個就叫做「淨惑所緣」，就是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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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那些道教徒等等就是修這一種了，道家、道家主要修觀，道教就是修這種

了，修「淨惑所緣」。印度教徒那些、外道等等主要就是修這些。怎樣「下地粗性」

呢？「上地妙性」？它將三界，佛教徒認為我們所住的，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依據

他的心裡的情況不同，就分為九個 stages，階段，九個層次，stages，層次，是

嗎？階段是不是 stages？staghe,不是！stages，層次，階段。

這樣就先將它分成三界，就是色界、色界就只有物質而無情慾，欲界就不止有物

質而且有情慾，無色界就不止無情慾，連物質都沒有的，無色界。這樣就叫做「三

界」。三界裏面，由它禪定的境界不同就分作九個 stages，就分做九「地」，欲界

就一地，色界有四地，初禪一地，初禪即是初靜慮，靜慮即是禪，初靜慮一地；第二

靜慮一地；第三靜慮一地；第四靜慮又一地。無色界又分作四地，「空無邊處」一

地；「識無邊處」一地，這是八定，「無所有處」一地，這個八定我將來會詳細講給

你們聽，因為下面一定要講給你們聽。

哪一地的境界怎樣？哪一地的境界如何？要講給你們聽。那個定的境界怎樣？

「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世間就分為三界，粗分就三界，詳細分就分作九

地，三界九地就通通屬於世間，每一地的禪定都是世間的禪定，未曾出世的，一過了

「非想非非想定」就入滅盡定，或者入涅槃，那些就是出世的。這是世間的定就不外

這個，修行的人觀下地欲界太粗了，觀上地，整日想捨棄欲界，如果這樣成功，他死

了之後就生初禪天，生時就是講入了初禪，再進一步，初禪都是粗了，上一地就靜，

再上一個，第二禪都是粗了，第二靜慮這一地都是粗，要入第三地，一路一路上升的

禪定，這樣就觀下地粗性，「性」者，那個「性」字當狀況、狀態那樣解。

下地那種狀態是粗的，上地那些是妙的，這樣來，這樣觀的時候那種叫做什麼？

「淨惑所緣」，每一地的煩惱被它洗淨，洗到最淨的時候都不能夠全部出得，仍然是

「非想非非想」的煩惱，釋迦牟尼佛未成佛之前，一初出家就逐個拜訪那些、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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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什麼阿邏羅迦藍摩那班人， (阿邏羅迦藍摩 r ak l maĀ āḍ ā ā 和鬱陀羅羅摩

子，Udraka R maputra)ā 這個又說，釋迦佛說你怎樣可以得涅槃呢？有些人就說，

當我們修到無所有的境界就涅槃了。來到這裡，釋迦佛說，你這樣都未到究竟的，我

走人。找到一個最高級的，問怎樣叫做涅槃呢？

如果修禪定，修到非想非非想的那種境界，我們就在那裏就死了。那時就涅槃

了，釋迦佛說：「非想非非想」仍然有「非想非非想」的煩惱，未得究竟，於是我又

走了，走到沒有地方可問了，沒有辦法他就走菩提、走去那個、那個河邊那裡自己去

修行了。

結果修了六年苦行之後，非常累，想想這樣不是辦法，這樣很容易會餓死的，他

辟穀，一天食一餐麻一餐米，不是說吃一粒芝麻一粒米，那些印度的修行人食麻是什

麼？用黑芝麻，用水發了芝麻，它就像芽菜那樣，是嗎？一條一條那些，將它來當餐

食，很好營養的！維他命很豐富的，那些是芝麻來的，每日食一餐那些麻，每日食一

餐米，是這樣解，不是說每天食一粒芝麻一粒米，死了！三日就死掉了！這樣他仍然

是搞到怎樣？形骸骨立，很餓，營養不夠，沒有辦法，入定就入到了，但是沒有辦法

思維，想事，結果就怎樣？想想不要了！

這裡做了笨人，修了六年，自己難為自己六年，不幹了！於是就出山了。說他六

年都沒有怎樣洗澡，積滿，老泥(污垢)積滿，走在河裏面沖涼洗身，想洗乾淨那些污

糟邋遢的東西，洗去老泥。身體太弱，機乎不能爬上來，後來他結果抓了一條樹枝，

然後才能返上來，當時又有段神話了，又說四天王或是天帝釋知道他怎樣，就化成樹

枝不知怎樣讓他爬上來。

這些凡宗教都有這些神話，這些我們就當它家常便飯可也，這樣想到去都不夠營

養，很累，怎辦呢？於是剛剛有個牧羊女，擠牛奶的女孩子，那個牧女在那個家庭裏

住的，見到他，一個修行的人這樣？我要去供養他！就拿了牛奶去供養他，日日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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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給他。他得到她的牛奶喝，新擠下的牛奶一定很好營養，吃了幾天牛奶，整個人

精神豐滿了，可以思維了，重新恢復了體力，然後才成佛的。

當釋迦佛，當釋迦牟尼佛初出家的時候，問那些人，那些人有些說修到「識無邊

處」就是涅槃了；有些說「無所有處」就是涅槃了；有些說到「非想非非想處」就是

涅槃了，釋迦佛逐個將他們駁倒：你們這些人講的通通都不對！我自己找一個！他自

己創教。這樣，觀「下地」是粗，「上地」才是妙了。這樣觀來入，坐在這裡那樣

觀，將煩惱一級、一級、一級地洗淨。真是這樣差不多上下你就入初禪了，一起輕安

你就入初禪了。

入初禪，過得若干日，你就升上第二禪，或者一、兩年你就入第二禪、第三禪，

一路漸漸地就入到第四禪，入了第四禪的那些很多人有神通了。那些又說會「出神」

又會怎樣，那些都是第四禪的功夫來的，見道都是在第四禪見道的。現在的人隨便就

說見道的，這些都戇(傻)的！這些人！見道是要在止觀裏面才能見道，撓一下頭就說

見道了，怎樣又見道了，那些是什麼？那些是宿生已經證果的，那些現在只是遊戲神

通來看看而已！你真是見到別人可以這樣，我也這樣就得了，你就太過吹大了自己，

一定撞板！

聽眾：這樣就真是非非想處了。

羅公：什麼？

聽眾：這樣就是非非想處了。

羅公：是了！這樣，這種就叫做什麼？「淨惑所緣」。

其實就這麼多了？當時很多在西藏、在印度佛教流行的，後期，這裏是就什麼？

這些各種所緣就主要就是針對小乘的，一到大乘就有所謂「空觀」了，唯識又有所謂

「唯識觀」了，來到中國就更加多了，什麼天台宗的「一心三觀」了；華嚴宗的「法

界觀」了；禪宗要參禪，禪宗參禪也是止觀。禪宗參禪，當你參的時候就是「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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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了。是這樣了！那時就是「無分別影像」了，沒有辦法跳得出這個五指山、那

四指山的，是嗎？所以叫它做「遍滿所緣」了。這樣，謝謝！這樣你就知道了，是

嗎？你就知道不出，所謂修禪定的時候的影像，是不出四種、幾多種？「遍滿」是

嗎？「淨行」，還有呢？「淨惑」是嗎？

聽眾：「善巧」。

聽眾：「淨惑」

羅公：對！「善巧」，幾種所緣。

而這幾種所緣之中，「遍滿所緣」是一般性的，什麼都有它份的，其餘這些是枝

枝節節而已，而且枝枝節節都還未夠的。譬如空觀等等，密宗的各種修法，那些全部

都沒有的，未夠的。所以這本經把那些這種所緣、那種所緣，當它是影像，是你喜歡

自己選而已，它只是拿那「遍滿所緣」來講，所以他說這樣。這一句你就明白了。所

以他這裏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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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這是依教列明，依教列明之後就

正發問前，正式問了，正發問前。你們看：「幾是奢摩他所緣境事？幾是毘 舍那所鉢

緣境事？幾是俱所緣境事？」

「於」即是在，「於此四中」，在這四種「所緣境事」之中，有幾多種是修止的

時候的所緣的，所認識的境事？有幾多種是修觀的時候，修「毘 舍那」的所緣？鉢

「毘 舍那」即是觀，「奢摩它」是止，境事。「幾是俱所緣」，有哪幾種是兩種鉢

的、修止、修觀一齊都用的所緣境呢？這樣也讀下面的佛答了：這樣亂，來到這裏這

麼容易，剛才講，你們聽就聽得很辛苦，我講要寫這麼多東西，現在來的這裡 sir 一

聲就過了。

佛答了：「佛告慈氏菩薩曰：」「佛告慈氏菩薩」那個「佛」字上面有個方括弧

我寫多了，請你劃去它不要。「佛告慈氏菩薩」這樣說：「善男子(啊)！」叫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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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是奢摩他所緣(的)境事，謂無分別(的)影像；」四種之中有一種是「是奢摩

他所緣(的)境事，」即是什麼？「無分別影像；」「一是毘 舍那所緣境事，」四種鉢

之中有一種「是毘 舍那所緣境事，」這個講地前的，如果地上就不是一種了。是鉢

嗎？

「謂有分別影像；」「二是俱所緣境事，」一到地上，就不是只是修止、修觀

的，是止、觀雙運修了。所以是「俱所緣」，止觀雙運的時候的「所緣(的)境事，」

即是那個根本智起。見道的時候，根本智起與後得智起都是止觀雙運的時候起的，這

樣我們又知道一些資料了，地前修止的時候就不觀，修觀的時候就不止，多數這樣，

但是一到「入地」，止觀雙運的，同時修。

「二是俱所緣境事，」即是什麼？「事邊際所緣境事」與「所作成辦境事」這兩

種境，是地上與佛止觀雙運修的。止就修觀，那止又怎樣？修止的時候用我們的第六

意識，用意識修的，整日說，不要用意識，這種人又是懵的！由那個意識，用那個慧

心所，心所之中有一個慧心所，即是智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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