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定的功德最大就是這件事。「若能思惟此諸功德，則於修定增長勇

悍。」你能夠想到這裏，你修定的時候就很勇猛了。「生勇悍故，恆樂修定，

極易獲得勝三摩地，」我寫錯了一個「得」字，得到的得。這樣他就起勇猛心

了，你起勇猛心就很快得到很好的三摩地了，「三摩地」者，這裡即是指止觀

了。而且得到就不是只是得一次就了的，「得已不失」，得之後你就不會失去

的，一路連續、連續、連續。「能數修習」你還要時時肯修，「數」者，不止

一次，是多次多次修習，最緊要你了解修定的功德，由了解修定的功德你就生

信心，由生信心就起精進了，由精進就不斷修定，就會得輕安，得輕安你就修

止成功。到這裏。

以上一段就是講什麼？未入定之前就應該要心理上有這樣的準備，知道這就是修

定的好處就不懈怠。好了，這裏就先 break一會。「第二、住所緣時應如何修」。

即是正式修了，那個心住在所緣的影像處，這個「住」即停留，將你那個心停留那個

影像那裡，所緣的影像，這個「住」即是英文的 stay，住在那個所緣的影像的時

候，你應該怎樣修法？就分成兩段，「一、明心住之(次第)，之所緣；」我們的心停

留的時候，那些所緣的影子、影像有幾多種？「二、心於所緣如何安住。」我們定了

一種影像了，譬如我說，我要觀想阿彌陀佛，或者我要觀不淨觀，定了之後就如何安

住呢？怎樣去停留法呢？這樣就分開兩段了，是嗎？「初又分二：」第一段，謝謝！

明心住所緣又分兩段，「一、總建立所緣；」「建立」兩個字當說明，說明。總說明

那個所緣的影子，那個影像。二，總說明所緣的那些影像有很多種的，逐種講給你聽

了。

好了，「(第)二、明此處之所緣。」說明這麼多種所緣，他這個宗喀巴都不要！

我另外講一個所緣，他的所緣是什麼？緣佛像，其他的他都不要，只要佛像。「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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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所緣。」好了，現在講第一段，「總建立所緣」了，說明各類所緣，所緣的影

子、影像。「初又分三」，分三段。「一、正明所緣；」正式說明所緣的東西，影

像；「二、顯示何等補特伽羅應緣何境；」「顯示」即是指出，「何等」、什麼，

「補特伽羅」、眾生，指出哪一種眾生應該修哪一種影像。不是個個都全部修的，你

是哪一類人就修哪一種影像，哪一類所緣的影像。例如什麼？你脾氣不好的，你就修

慈悲觀，貪欲重的你就修不淨觀，我執重的你就修界差別觀等等。哪一種眾生就應該

修哪一種所緣的境。然後「三、顯示所緣(的)異門。」「異門」者，各種不同的名

稱，講出你所緣的境，各種不同的名稱出來。

今初，現在講第一點，第一點是「正明所緣；」這一點很緊要的，「正明所

緣」，那個括弧裡面我加了幾個字來提醒你們的。「如世尊言，修瑜伽師有四所緣，

謂周 所緣、淨行所緣、善巧所緣、淨惑所緣。」一句。他說依照、依照、依照釋迦徧

牟尼世尊的講法，「修瑜伽師」那些修瑜伽的人，師，修行瑜伽的人，這個「瑜伽」

就是指佛家的止觀。有四種所緣的影像，所緣的境界有四種，四種所緣的境界，第一

種叫做「周 所緣」，「周 所緣」甚麼？又叫做「遍滿所緣」，我不是已經講過徧 徧

了？是嗎？「遍滿所緣」，「遍滿所緣」又分做四種的，《解深密經》，他這本書修

止全部依據《解深密經》的，「周 」即是遍滿，《解深密經》叫做「遍滿」，第二徧

種是「淨行所緣」，修行淨行的時候的所緣境，修這種所緣的境會令到你修行的心會

很清淨的。第三，「善巧所緣」，佛假設了很多東西，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這類東

西，修定的時候，你的心可以將它的影像來想，「善巧所緣」，來到中國就整多了很

多種「所緣」的。禪宗最多，參話頭了，是嗎？這個什麼？雲門宗的那些「默照

禪」，很多的。

這個「善巧所緣」，佛經裏面有十種善巧，現在這裡選了它五種，「善巧」兩個

字呢，即是說這套東西不是真真實實是這樣的，只不過是手段給你做而已，「善巧」

兩個字即是 skill，skill，skill。「淨惑所緣」，「惑」即是煩惱，修這種所緣境能夠

將你的煩惱暫時壓伏、洗淨一下的，叫做「淨惑所緣」。他逐種講給你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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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現在講第一種，「周 所緣」，「周 」兩個字即是我那天講給你們聽徧 徧

的，即是遍滿，是嗎？「遍滿」這個字你不要看得它太神秘，即是英文的 general，

即是一般的所緣，翻譯做中文就是一般，一般的所緣，原來這樣平凡的兩個字。你一

看起來，我初時看，嘩！「周 」？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周 」，一會又還「遍徧 徧

滿」！好像功德圓滿那樣，這麼厲害！原來是一般，一般性的，或者譯作普通。我現

在先講「周 所緣」，「周 所緣」你讀《解深密經》已經講過了，是嗎？四種所緣徧 徧

嘛！《解深密經》沒有講其他幾種所緣的，只是講「周 所緣」而已。徧

「周 所緣」分四種，第一種，「周 所緣復有四種，謂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徧 徧

像、事邊際性、所作成辦。」四種所緣，識不識解？「有分別所緣」，識不識？江漢

林？你識？講給我聽？怎樣叫做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我們普通學修定都可以的，

佛就固然可以，是嗎？菩薩固然可以，我們都可以的。

第三種就叫做「事邊際」，事情、一切宇宙萬有一切事情盡於此了，全部在這裏

了，「事邊際」，「邊際」即是 limit，一切事情的 limit，「事邊際」就比較難明一

些。兩種，一種是什麼？「盡所有性」，宇宙萬有的東西，盡其所有就是這麼多了！

叫做「盡所有性」，即是現象界，英文的「盡所有性」指現象界，phenomena，例

如什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這些就是「盡所有性」，何解五蘊是「盡所有

性」？一切有為法不出五蘊，盡其所有只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又怎樣？一切有為

法、無為法都盡於此已，就是這麼多了，歸納為十八界、十二處了。「盡所有性」即

是現象界的一切現象，如果用白話譯了它就是一切現象。所以現在有些人，有個劉銳

之來了，我就與他聊起，有很多。「事邊際」什麼？第一叫做「盡所有性」，是嗎？

第二是「如所有性」，即是真如，這兩種合起來就叫做「事邊際」。「事邊際」是要

怎樣才行？地上菩薩，地上菩薩。

第四，「所作成辦」，佛的，佛果的。這樣這四種合起來叫做「遍滿所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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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任你講什麼所緣的境都不出這四種。譬如你修禪宗那樣，你說我現在參，參念

佛是誰？一路這樣想、想、想，想，這是什麼？這些就是「有分別影像」；你現在不

想了，停在那裡不參了，就是「無分別影像」，是嗎？即是參禪不出這兩種影像。

你修密宗呢？我觀，譬如修「阿」字觀，「阿」字者，現觀字形，後觀字義，這

個「阿」字就是一切法本來不生，觀這個「不生」的道理，這就是觀了，有分別影像

了，觀到，觀了，一切法都是不生了，不生了，不用再想了，就是不生了，那時就停

在那裡，只是見到那個「阿」字在這裡，就是止了。即是密宗不出止觀，禪宗不出止

觀。你念阿彌陀佛呢？當你觀西方極樂世界那十六觀如何如何，這也是觀，停了在那

裡了，阿彌陀佛坐在那裡，我現在念他，他用那個光明照著我，那個阿彌陀佛玲瓏浮

凸地對著你，止，不外是止觀。

如果沒有，即是說換言之無止觀就不是佛教，小乘都是一樣要修止觀的，不淨

觀。這樣即是不出這四種，所以叫做普通的、一般性的所緣。我們看，這四種所緣，

一般性的所緣不出這幾種。這樣何解要搞出四種？又不是三種，又不是兩種？「就能

緣心立二影像，初是毘缽舍那所緣，二是奢摩他所緣。」他答你，何解四種呢？四種

之中有兩種是依據，能夠、那個「緣」指認識，能夠有認識力的心，依據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的活動的狀況有兩種影子顯現的，就立二種，建立兩種影像，一種就叫做

「有分別影像」，這種就是什麼？修觀的時候所緣的，「初」、「初」即是「有分別

影像」，「初」即是第一種，「毘缽舍那所緣」是修觀的時候所了解的境來的，所觀

的境，二，這個「二」字是當第二那樣解的，當 second，不要當 two，第二即是

「無分別影像」，「奢摩他所緣」，修止的，「所緣」即是所攀緣的，何解又叫做

「影像」呢？「所緣」影像，他解釋「影像」，「言影像者，謂非實所緣自相，唯是

內心所現彼相。」一句。

何解叫做「影像」呢？image就是影像，「謂非實所緣自相」。即是說我們修

觀的時候不是真的看著真的那種東西的，「實有的自相」，那種東西的本身，譬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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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修觀，觀釋迦佛在面前那樣，不是真是有個釋迦牟尼佛，這個是什麼？這是我們根

據讀佛經，知道這個釋迦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我們的意識創造了一個影子出

來，(並)非所緣的自相，不是那個東西的自身，譬如我們觀死屍的時候，觀那條死屍

怎樣脹怎樣爛，不是真的對著死屍的，而是我們的什麼？是意識裏面創作的。

「唯是內心所現」的相貌而已，那個影子的相貌而已。這樣影像，什麼叫做影

像？何解又不看真東西？正是意識創造的就可以千變萬化嘛！是嗎？譬如觀不淨觀，

觀那條死屍會爛，又會化膿，你怎能搬條死屍在面前看著它？看著他會化膿，會爛？

只是意識裏面知其理，然後一路想下去，所以一定是要意識裡面想的。而且這樣，你

觀阿彌陀佛，觀釋迦佛，任你買，你買張紙到底是扁塌塌的，是嗎？而且說他三十二

相，但確實是畫不出那麼靚的。但是你的意識你可以想得他很靚都可以的。不是的！

他的光明不止這麼多的！那你就想他光亮些，是嗎？不是平面的，要玲瓏浮凸的，那

就想到他玲瓏浮凸。是嗎？平時當然你要看一下佛像，不過到你修觀、修止的時候，

就由你的意識所創造，那個是影像來的，那個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請了個佛坐在那

裡，這樣。

「由緣彼相正思擇時，有思擇分別故，名(叫做)有分別影像。」解完影像解「有

分別」了，由於你修觀的時候就攀緣那種，這個「緣」字當攀緣觀察，觀察什麼？觀

察那個像，觀察那幅影子的時候是有分別的思維一路想的，譬如你觀西方極樂世界，

由初時觀那個日，觀那個水，一路觀，觀到整個阿彌陀佛坐出來，有思擇力的，有個

思擇力的。

譬如你修空觀，觀樣樣都由怎樣？是由眾緣和合而成的，怎樣怎樣就會成功了，

逐步逐步參，就好像什麼？好像作文章那樣，一句一句地講出來的，有思擇，「思

擇」者，即是什麼？thinking，想，思考，當你正正確確地思擇的時候，因為你有思

擇起分別的緣故，所以這些影像就好像活動影片那樣的，就叫做有分別的影像，不是

沒有影像的，一定有的，「若心緣彼不思擇住，無思擇分別故，名無分別影像。」若

5



果你的心攀緣它，想它的時候，「不思擇住」，你沒有、即不用力來將它變化思考。

譬如你觀五蘊，五蘊就是這樣，不想五蘊如何空與不空，你不想，觀到空只是

空，其他的東西不想，這樣「不思擇(而)住」，不將它來思維變化地停留在那裏，

「住」即是停留在那裡，就「無思擇分別故，」那個時候就沒有思想來分別它了，所

以就叫做「無分別影像」了。「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的內容是什麼呢？內

容就很多東西了，內容就有什麼？你看：「又此影像為何所緣之影像耶？」問他了。

你所謂「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這些「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到

底本質是什麼東西？到底是那個佛的樣子抑或是修空的那個樣子？你修不淨觀，那個

內容就是死屍，是嗎？

你修念佛觀就是念阿彌陀佛的那個形的，到底是哪一種影像才叫做「有分別」、

「無分別」？答了，下面答了，他說：「謂是五種淨行所緣、五種善巧所緣、二種淨

惑所緣之影像。」他說這些影像不出三類，第一類就叫做「淨行所緣」；「淨行所

緣」分為五種，即是「五停心觀」，「五停心觀」，「五停心觀」，第二種是五種

「善巧所緣」，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善巧所緣」了，五種善

巧，不是！不是四諦，「處非處」，下面會教你的，不要緊。

這五種，這五種東西的影像，「二種淨惑所緣」，另外有一種叫做「淨惑所

緣」，「惑」即是煩惱，能夠清淨煩惱的影子，所緣的影子，兩種，兩種是什麼？觀

下地是粗，上地是微妙、細妙。下面教你，不要緊。有兩種。內容就是這些了。他沒

有講給你聽，他所提出的就沒有講給你聽。他不要這些，要什麼？要佛像。下文他講

給你聽.如果這些這樣的，霍韜晦那一派又說是後來的思想了。

這是原始佛教的，「蘊、處、界」這些。好了，今日我就講到這裏。下面，即是

這些四種之中，一種叫做「有分別」，一種叫做「無分別」的影像，是嗎？這兩種完

全依據你的這個能認識東西的心的活動而分的，分兩種境界。另外就有兩種就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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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的本身來到分類，又分兩類，一類叫做「如所有性」，即是本體，一類叫做

「盡所有性」，即是現象界，這個就留到下回講了。

聽眾：1988年 6月 24日。

羅公：正式講，「所緣」即是境界，那個 object，正式說明。

修瑜伽師就有四種所緣，即是有四種境。現在的人說，我們的心不想東西的。怎

會隨你不想？說不想是騙人的，只有你見道的時候就不想，四種，除了見道，一定有

個 image，那個影子的對象，好了，所緣的境不出四種，一種是什麼？「周 所徧

緣」，是嗎？不出五種，四種，其實應該五種的，第一種叫做「周 所緣」，即是普徧

通的所緣。第二「淨行所緣」，要來清淨，修清淨行的，第三種是「善巧所緣」，何

解「善巧」？佛假立這樣的名目來引人入勝的，不是真的有這種東西的，所以叫做

「善巧」。第四「淨惑所緣」，「惑」即是煩惱，你攀緣著這種東西來入定，減少你

的煩惱的，令你的煩惱得清淨的，叫做「淨惑所緣」，四種。

其實後面那三種都是「周 所緣」裏面的影子分成三類而已，這樣就總共四種徧

了，其實應該再加一種，應該是什麼？佛像，你改個名應該改做什麼？「殊勝所

緣」，或者什麼？他沒有，這些所緣他沒有加佛像的。即是觀佛像後代就很流行的，

這樣應該加多一種的，不過現在因為這種古書沒有寫就不寫下去而已。好了，現在他

解「周 所緣」了，他說：「周 所緣復有四種，」這個很緊要的，所以我重複講給徧 徧

你聽。第一種就叫做「有分別影像」，一路觀它就一路想它的，當你想的時候那個影

子會變化的，好像放電影那樣的，就是有分別的所緣，即是有思想的，思考的，想它

是怎樣、怎樣、怎樣。

第二種「無分別所緣」，定在那裡不再想了，就是這樣了。譬如你觀，你修觀淨

土，觀阿彌陀佛的境界，你就依住《十六觀經》一種一種地觀，在你的意識裏面那些

影子就好像放電影那樣，一路想一路起分別的，那些就叫做「有分別的所緣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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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無分別的所緣境」，例如你見到那個阿彌陀佛坐在那裏放光，坐在那裏不郁的

坐在那裡，對著你，你不想那些東西的，那些就叫做「無分別所緣」；第三種就「事

邊際」，所有一切的事情通通總括在內的，「邊際」，「邊際」即是 limit，宇宙萬

象無所不包了，「事邊際」；第四種，「所作成辦」，他應該做的事全部已經做成功

了，「所作成辦所緣」，「所作成辦所緣」有很多神通變化等等在內的。這樣何解有

那麼多種「所緣」呢？

何解會搞出四種「周 所緣」？都要分四種那麼多？又不整夠五種？何解又不縮徧

為三種呢？下面了：「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其中有兩種，「有分別影像」、「無分

別影像」，「就」即是依據，依據我們能認識事物的心，來到將它來分，分兩類影像

現象的，由能緣的心來分，來到建立兩種影像，何解用這個「立」字？即是本來無所

謂這些影像，在勝義諦裏面根本就無這兩種影像，佛為了度眾生，令人明白，所以就

假立一些名目，所以就叫做「立」，建立的，立兩種影像，一種就叫做「有分別影

像」，初、「初是毘缽舍那所緣，」修的時候所緣的，所思維、所想的；「二」、即

是第二，這個「二」即是什麼？是「無分別影像」，「是奢摩他所緣。」這個佛像放

在前面瞪大眼睛看，看到他眼水都流出來了，這些是正蠢人！

講明是叫你觀影像而已！你半 眼冧 (半合眼)好像看不到前面，你的意識裏

面變一個影子，一個 image在那裡，一個影像，這個影像你有這麼靚可以想到

這麼靚，你普通一個影像，其實只是扁撻撻(非立體)一個而已，但你可以怎

樣？你的意識裏面所創造的比這個更加靚，你嫌他光明不夠光，你可以想他光

一些，是嗎？這樣所以一定是什麼？修止觀所觀的影子不是真實的東西，完全

是你的意識所觀的影子。如果你，如果你是不懂這種道理的，以為真是要看著

他，如果你是泰國人，你觀那個釋迦佛樣子，那個嘴是長一些的，尖嘴的，是

嗎？如果你是日本人或者中國人，那個佛是口圓臉滿的，是嗎？如果是印度人

就多少有些勾鼻與深眼的，不同的。但是你如果自己創立，可以創立一個比較

更靚的，這樣所以要影像，「言影像者，謂非實有的(所緣)自性(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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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者，並不是一個現實的，實有的，你所看到的東西的本身，「唯是內心所

現彼相。」你自己內心所現的相狀而已，「由緣彼相正思擇時，有思擇分別

故，名有(叫做)分別影像。」

識解了？這個「有分別影像」的定義，definition就這樣了。什麼叫做「無分別

影像」呢？下面了：「若心緣彼不思擇住，」如果你的心攀緣那個影子，「不思擇」

即是不思考，不想其他的東西，「住」，停在那裡，「住」英文即是 s t a y，stay，

「無思擇分別故，」因為你觀著它的時候，你不會另外想著它又這又那的，「名(叫

做)無分別影像。」這個是修止就緣這些了。

「又此影像為何所緣之影像耶？」又這種影像，我們知道有一種叫「有分別影

像」，有一種叫做「無分別影像」，到底那個內容是什麼來的？那個內容是什麼？要

不就是「淨行所緣」的，要不就是「善巧所緣」的，要不就是「淨惑所緣」的，或者

就是「佛像所緣」的，是嗎？不論「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是「何所

緣」？是哪一類所緣的影子呢？他答了：「謂是五種淨行所緣、五種善巧所緣、二種

淨惑所緣之(影子)之影像。」這裏不用解了。那天就解到這裏是嗎？

聽眾：是。

羅公：好了，以上就解什麼？

以上就講，就那個能緣心來建立兩種影像，一種是有分別，一種是無分別，是

嗎？下面是什麼？「就所緣境立事邊際，」有能攀緣的心就一定有個所攀緣的境，有

所攀緣的境我們就叫這個所緣的境做「事邊際」，因為所緣的東西林林總總全部都在

那裡。「此有二種」，「事邊際」有兩種，一種就是什麼？一種是「用」，一種就是

「體」，「用」，英文叫做 phenomena，現象界，「體」呢？英文叫做 reality，本

體，「用」，佛經自己叫做世俗諦，「體」呢？佛家自己叫做「勝義諦」，一體一

用。聽不聽得明白？有兩種，一體一用，「體」就叫做「如所有性」，「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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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他們讀英文就叫做 suchness，「如所有性」，「用」就 phenomena了，

「盡所有性」，聽不聽得明白？記不記得？

這樣下面講了：這樣講法你很難明白的，又「如所有性」、「盡所有性」，你知

道嗎？大學教授都不明白，哪個大學教授？牟宗三都很了不起的，牟宗三著作等身的

了！他不明白什麼叫做「如所有性」，什麼叫做「盡所有性」。他說：我看佛經看來

看去「如所有性」，他有三種不明白，走去唐君毅處請教，第一種什麼叫做「如所有

性」？第二種什麼叫做「盡所有性」？他不明白。什麼「如所有」？「盡所有」？這

樣你在佛經裏面看真是不明白的，你現在最好用什麼？「如所有性」即是什麼？現象

界，不是！本體，「盡所有性」就是現象界，你用現代語言來講就很明白。但是又不

是絕對的，有時「如所有性」裏面，四諦、十二因緣都會放進「如所有性」的，佛經

的內容有很多不一致的。他又怎樣？「如所有性」、「盡所有性」，他還有一種不明

白，什麼叫做「無自性性」？無自性就無自性，什麼叫做「無自性性」呢？經過唐君

毅解釋給他聽然後才明白，他說：「無自性」這是形容詞，即是假的，「無自性」，

「無自性」那些「性」，一個是 adjective，一個是 noun嘛！不同的！加個「性」

字在那裡，是嗎？好了，這樣「事邊際性」成分為兩種，一種是什麼？如云：實爾，

「如云：唯爾，更無餘事。」是「盡所有性」的「事邊際性」；「盡所有」的「事邊

際性」，怎樣叫做「唯爾」？「唯爾」即是只有這麼多，「唯」就是只有，「爾」就

是這麼多，只有這麼多，不會再多了。

聽眾：就是唯此而已？

羅公：即是唯此而已，是，沒有錯。唯此而已，你講得對了。唯此而已，就是這麼多

了。

講得俗些，就是這麼多了！這樣就叫做「盡所有性」。即是什麼？我們問，阿某

某大師他收了徒弟多少人？另一個說，收了五百人，就是這麼多了！無再多了，「盡

所有性」了。是嗎？「唯爾」，就這麼多。又例如，這間舖頭賺了多少錢？賺了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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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已經很多了！就這麼多了！「盡所有性」，一切有為法，總共有幾多？你的答案

是這樣？總共是五蘊，分為五蘊，所有有為法的東西不外就是五蘊而已！或者分做什

麼？只有十二處，十二種，只有十二種，或者只有十八界，十八類，就是這麼多了，

不會有十九類的。有幾多個識？你答，只有八個，是嗎？

然則「第九識」又如何？「第九識」也包攝「第八識」了，就是這麼多了！這樣

就叫做「盡所有性」，明白嗎？然則所謂「盡所有性」用白話來解，這是我的翻譯，

事事物物的種類，數量與種類就叫做「盡所有性」，即是屬於量的方面的。「如所有

性」，這樣就解了「盡所有性」了。實爾、不是！「唯爾」，就這麼多，不會有再多

了。「更無餘事」，不會有其他東西了，全部包括在內了，就叫做「盡所有性」的

「事邊際性」了。你這些就真是解死人的！是嗎？如果你在大學裡找一個中國文學系

畢了業的，你叫他解，解這幾句真是解不了的。

隨便拉一個，你拉一個教授，他未讀過佛經的教授他一樣是解不了的，你如果找

那些竹升仔(外國出世)、竹升女就更加不知所謂，什麼叫做「唯爾」兩個字？你說

譯，你怎樣譯？現在哪些人說將佛經來譯做白話，譯啦！麻煩你，「唯爾」你去譯，

「唯爾」如果譯得到都很肉麻，只有這麼多，只有這些，一樣是聽不明。「唯爾」兩

個字你聽不明白，「只有這些」他一樣是不明白。你不解他聽不明白，如果你解，你

說「唯爾」他一樣是明白的！是嗎？這樣下面解如所有性：如云：「實爾，」「實

爾」與「唯爾」不同，實在如此，是嗎？實在如此，「唯爾」就只有這麼多，是嗎？

實在如此，「非住餘性。」並不是有第二種性質，它的性質就是這樣的，例如什麼？

你說養金魚，牠食那些紅蟲，紅蟲，紅蟲就是那些紅色的蟲仔，那些蟲仔實在是紅

的，不是黑的，怎樣？即是就那個性質來講，這即是說，所有性，不是！

所謂「如所有性」，就是如其所有之性，就是什麼？它的屬性，它的、它的

quality，屬性， quality，實質，是什麼？ reality，或者 substance，實

質，essential，「如所有性」連屬性與實質都包括了。狹義的、嚴格的就只是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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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而且實質是指什麼，指真如，真如實性。最嚴格的，寬一些的就包括一切事事物

物的屬性與實質。明白了嗎？「如所有性」？

我現在舉一個譬喻了，你開一間，開一間賣首飾鋪，我走去問你，譬如他走去買

首飾，你開一間首飾鋪，他想去買 ，問他，喂！你有多少 ？你有幾多種 ？你鈪 鈪 鈪

答：我有不知幾多少種，整五、六十種 的，這是什麼？陳芷君？「如所有性」了，鈪

是嗎？五、六十種的！就是「盡所有性」了，這即是什麼？就是這麼多了！不會有

七、八十種的，「唯爾」，只是五、六十種。是嗎？好了，他再問：那七、八十種，

那五、六十種是什麼 ？玉 抑或金 抑或什麼 ？你講，金 ！不是銅的，不是假鈪 鈪 鈪 鈪 鈪

的，不是銀的，是真金的。這是什麼？「如所有性」，是嗎？實在是這樣的，如果你

全部是玻璃的就全部只是玻璃的而已，也就是「如所有性」。

聽不聽得明白？你明白了嗎？這些就要聽講才明白的，如果你自己看，你會想是

差不多，都不知是不是的？你會這樣，如所有性？我想就是這麼解了，但不知是否真

的這樣解？你就要找個人問一下問了，最怕你問了一個也是這樣，就不知是不是，好

像是，那就死症了！是嗎？如果是廣義的「如所有性」就是一切屬性都包括的，這樣

即是說什麼？四諦、十二因緣都可以是「如所有性」，但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就一

定是「盡所有性」，不是講質的，四諦就講裏面的道理的，講道理的就包括了「如所

有性」之內，廣義的。所以我們讀上文講勝義諦。不是！一會下文就有講了，真如有

七種，七真如，上文以前講過未？七真如？

聽眾：未。

羅公：真如哪裡有七種？

誰不知七種真如是廣義的，其中只有一種是真的，有六種是因為它是講屬性的，

講性質的，所以都叫它做真如了！是這樣解而已。這兩個「如所有性」，「如所有

性」加「盡所有性」就叫做「事邊際性」了，是嗎？舉例：「其盡所有性者，謂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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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攝諸有為，」用色、受、想、行、識這五蘊，「攝」即包括，包括了一切一切的

有為法，「於十八界及十二處攝一切法，」十八界與十二處把宇宙萬有的一切東西都

包括，這樣五蘊就攝有為法，無為法不屬五蘊的，十二處、十八界就包括了無為法

的，所以無為法就是「攝一切法」，五蘊只是攝有為法而已，不包括無為法的。

「四諦盡攝所應知事，」苦、集、滅、道四諦包括了一切學佛的人所應該了解的

道理，四諦，它這裏將四諦就撥入「盡所有性」了，是嗎？但是你一會讀到「七真

如」的時候，就把四諦叫做「如所有性」了，叫做真如了，何解會這樣？很難講，我

們不能盡怪古人，因為四諦、十二因緣一切名都是假立的，阿甲假立是這樣；阿乙假

立是這樣，觀音菩薩就假立一套，文殊菩薩另外又假立一套，那個目的都是想引人入

勝，因為這套東西是假的，是嗎？假的，你就怎樣假都可以，是嗎？潮州佬做手托

(木偶)戲就唱潮州曲，是嗎？客家佬做木頭戲他就會唱客家山歌的，講來講去不外是

想，何解？潮州佬在街邊做戲做什麼？他的目的就是收錢，是嗎？客家佬唱山歌那個

目的都是想收錢，是嗎？為了想收錢就整出又有潮州歌又有客家山歌，真正的目的就

是收錢。

佛、一會文殊菩薩又假立一套東西，「盡所有性」、「如所有性」，包括這些，

包括那些，另外一個菩薩在另一處又整過第二套，你問為什麼他不同？兩個目的都是

引人入勝，想引你去修行成佛而已！是嗎？剛好這堆人要這樣講他才了解的，第二堆

人又要第二種講法他才能夠了解的，他就去遷就那些人了。其理由就是這樣，這樣你

就一點都沒有爭論了，完全為了適應那些眾生的關係所以這樣，是嗎？不是說，不是

說真的有個上帝作了一個五蘊出來，就是這樣了！你整六蘊就不對了！不是的。

如果你說有一種人，譬如有一種人剛剛從非洲走出來的，他最憎那個「五」的數

目的，那你怎樣？你是菩薩去修道的就不要搞五蘊了，大忌嘛！你就將它縮成四蘊，

或者開多一蘊整夠六蘊，有什麼所謂？目的就是叫他修行成佛而已！是嗎？到了他修

行將近成佛，見道的時候，他的五蘊、十二處全部要丟掉，過河的時候，你用電船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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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用杉排也好，目的就是過河，過了河之後那條船就要丟掉了，你理會它是電船

抑是杉排做什麼？是嗎？明不明白？所以不緊要的。所以有時這樣建立，有時那樣建

立，這些就是你了解這樣就全部無得爭的，一點都無得爭論。「過此無餘。」

例如，「如所有性者」他解釋了，「謂彼所緣實性、真如」，就是指那個「七真

如」，而且「七真如」之中他講明是「實性真如」，七種真如之中有一個叫做「實性

真如」，就是真正的真如，其餘那六個都是假的真如。他更加嚴格。宗喀巴的文字都

不是很嚴格，「彼所緣的七真如」這樣就好了，闊一些就好了，何必一定要指定有個

「實性真如」？不是很好。黃教人就認為宗喀巴了不得，其實有時都有很多疏略的地

方的。是嗎？

顯教亦如是，非中國所能及，不止完備而且還純粹，何解呢？中國人因為

中國文化很高，很高級，印度那套佛教東西來到中國，與中國文化一結合了，

他就不是單純的印度的佛教了，就變成了什麼？multiple的佛教，就好像是加拿

大的那些什麼？multiple culture，中國的佛教是 multi Buddhism來的，很多雜嘣

冷(多樣)的，尤其是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所以因為這樣，所以中國的佛

教，大乘佛教都不是很純粹。

唯識宗與三論宗就純粹了？就比較純粹一些，都不及西藏這麼純粹，我自己學這

套東西的都是這樣說。西藏何解這麼純粹呢？很容易解釋，西藏它自己沒有很高級的

文化，印度的文化過來了它就照樣搬，它沒有。它想什麼？它想multiple都沒有辦

法，它自己沒有東西。即是這樣，我一間舖頭已經開了，生意不前就叫你增加股本，

兩份而已，根本我這間舖頭都沒有資本的，你來就只有你的資本，我根本就無資本

的。這樣，所以西藏的大乘佛教是最純粹的，尤其是黃教。宗喀巴這一套完全是將印

度的東西綜合，你看他講的那些東西，如果你整部讀一讀《菩提道次第廣論》，讀一

讀就真是嘆為觀止，在中國真是找不到這麼好的，指導你怎樣修行的書在中國確是找

不到的。你不說別的，就是講止觀，修止觀的書，你中國人所做的哪有他宗喀巴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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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講止觀講得那麼好的？

什麼智者大師的《摩訶止觀》，《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小止觀》、《六妙

門》都不及宗喀巴的，這是公論來的。只有那些閉塞的都還沒有看過別人的東西，只

是看過天台宗的那幾本東西的，就說天台宗第一，這些是什麼？這些人就等於大陸…

…就那個所緣的境就改個名字叫做「事邊際性」，其實「事邊際性」分作兩種，一種

是「如所有性」，一種是「盡所有性」，「就果安立所作成辦，謂於如是所緣影像，

由奢摩他、毘缽舍那作意所緣，若修、若習、若多修習，遠離粗重而得轉依。」這句

這麼長的。

佛教就很注重果、效果的，沒有效果的東西佛就叫你不要做的，做一樣東西一定

要怎樣？「功不唐捐」，不要，那個功效一定要有結果才能夠做，無結果的佛教不做

的，「就果」，我們修行所得的果，修止觀所得的果就安立了一種影像叫做什麼？一

種所緣的境叫做什麼？「所作成辦」，「成辦」即是成功，亦即是成就，你所應做的

東西已經成就了，就是成佛，是嗎？佛的境界。這樣佛的境界是怎樣的？「謂於如是

所緣影像，」「如是」即是上文，「如是」即是英文的 such，即是說你修行的人於

上文所講的什麼？

「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等這些影像是「事邊際」的所緣境等，這些這

樣的所緣的影子，對於上面的那些影子你怎樣？「由奢摩他、毘缽舍那」，由於奢摩

他的作意，「作意」者，我們的心作觀，這個作意是定，修定，由於修「奢摩他」的

定與修「毘缽舍那」的定來到觀它的所緣的境，不論你觀有分別的也好，無分別的也

好，「若修、若習、」那個「若」字當「或」字解，或者你修，或者你習，佛家講修

習是怎樣的？主要就是講修止觀，或者你修，真真正正坐在那裏修，「習」，修了之

後不斷練習，「若多修習，」經過多次反反覆覆的修習，這樣你會怎樣？

「遠離粗重」，把你一切粗重的東西，「粗重」兩個字就有廣義有俠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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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廣義的講，一切累累贅贅的東西都叫做「粗重」，你覺不覺得粗重？當

你傷風鼻塞的時候你會覺得怎樣？陳芷君你覺得怎樣？你試過傷風嗎？粗重是

嗎？粗重，廣義的就這些都是粗重，比較一些我現在就舉例你傷風鼻塞來講，

你說又不傷風又不鼻塞，很精神，你覺不覺得有粗重？你不容易覺得，但當你

行路行到攰(累)的時候你就覺了，是嗎？看報紙看到眼都累的時候你就覺得

了，那個粗重就覺得了，你說，要這樣才覺得，我很精神，就像一早起身那

樣，有沒有粗重？都有多少，你閉上眼睛想一下自己的身，總是有些粗重的，

你覺不覺得？

試一下，明天早上試一試，一早起身很舒服的樣子，是不是覺得那個頭還有一

些，那個身還有一些，總是有一些的，是嗎？敏銳一些你就覺得，幾健康的人都有，

這個就是身心的粗重，是嗎？即是粗重者其相反就是輕安，重就笨重，即是不輕安，

粗的，不得安、不得妙了，是嗎？粗重與輕安相反的，再深刻一些的粗重就是什麼？

指那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面所含藏的那些煩惱種子，貪、瞋、癡等等煩惱的那些種

子，無始以來堆堆積積的那些粗重。

「遠離粗重」，修第一種粗重很容易遠離的，那些，譬如你閉上眼睛那個身覺得

不舒服這些很容易的，你一輕安，一入定就沒有粗重了，得輕安那些就沒有了。那些

「第八識」裏面的那些煩惱種子，那些粗重就死了！三大無量劫，磨、磨、磨就是磨

這些粗重，磨清了它就成佛。「轉依」，轉變了你的所依，怎樣叫做「轉依」？

「依」有兩個解法，我現在很粗淺地解給你聽，第一個解，你所依的「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就是你生命上一切東西的所依，我們是凡夫的時候那個「阿賴耶識」就

藏滿了那些粗重種子，是煩惱種子，那些有漏的種子，是粗重的。

修行三個無量劫到你成佛的時候，把你的「第八阿賴耶識」轉變了，毀滅了那個

「阿賴耶識」，第八就應該不叫做第八了，不過還是有漏，成佛之前的金剛心的那

時，會銷毀了那個有漏的「第八識」，那時銷毀了那個有漏的「第八識」。那個無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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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謂「第九識」，「庵摩羅識」的種子就爆發，就成為什麼？那個所謂「第九識」

了，就含藏了一切的無漏種子，沒有那些粗重種子的，那些粗重種子就毀滅了，

「依」就是「第八識」轉變了，我們所依的「第八識」轉變了，叫做「轉依」，第一

個意義，第二個意義是怎樣？那個「依」不是指「第八識」，是當真如解，真如就幾

時都有，我們的「第八識」的實質就是真如了，幾時都有，不過未成佛之前，「第八

識」有些粗重種子，有些煩惱種子，遮蔽了那個真如，我們不能了了然證得清楚，一

到了成佛之後就沒全部沒有了這些粗重，真如自性就完全顯露了。那個狀態轉變，不

是實質的轉變，狀態轉變了，這樣就叫做「轉依」。

第一個轉依就指第八識轉變，那個質轉變，那個質地轉變。由「第八識」轉為

「第九識」，毀滅了這個「第八識」，「第九識」。第二個就是什麼？真如，當真如

解就不是質的轉變，是狀態的轉變，以前的真如被那些煩惱、種種所知障、煩惱障遮

蔽了它，令我們不能夠將它看清楚，現在沒有了所知障、煩惱障，狀態不同了，那個

本質沒有變化，這樣就叫做「轉依」，明不明白？然則所謂「轉依」是什麼？佛果，

大乘的轉依就是成佛，小乘的轉依就是阿羅漢，就是這麼簡單了，聽不聽得明白？這

樣當你轉依的時候你都有境界的，那種境界叫做「所作成辦」的境界，已經解了，是

嗎？好了，這樣就解完了那四種「所緣」了，是嗎？「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

像」、「事邊際」、「所作成辦」解完了，打個括住的內容是什麼來的？有些譬如我

是「有分別影像」，是什麼影像？那個是佛的影像又是影像，五蘊的影像又是影像，

十二處的影像都是影像，到底是哪一種呢？將那個「有分別」、「無分別」的影子裏

面的內容分成了幾種了，一種叫做什麼？「淨行所緣」，就是一類，一類叫做什麼所

緣？「淨行所緣」，「善巧所緣」一種，還一種叫做什麼？

聽眾：「淨惑所緣」。

羅公：「淨惑所緣」，是嗎？還有呢？還有沒有？淨行、善巧。

聽眾：殊勝所緣。

羅公：什麼？

聽眾：殊勝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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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聽不到。

聽眾：殊勝所緣。

羅公：是！是！是我硬加的，應該是這樣，應該加落去的。

現在先解「淨行所緣」，「淨行所緣」者，哪些叫做「淨行所緣」？「由此所緣

能淨貪等增上現行，(就)略有五種」。即是說，所謂「淨行所緣」，何解叫做「淨

行」？由於此，「此」即是此種「淨行所緣」能夠淨，「淨」即是洗淨，洗淨、洗淨

那些什麼？貪、嗔、癡、慢等等這些煩惱的增上勢力，「增上」者，增上現行即是很

強烈地起貪、嗔、癡，那個「增上」兩個字即是英文的 strongly，很強地起。剷除

它，不給他這麼強，能夠洗淨它。所以這些所緣叫做「淨行所緣」，這個「淨行所

緣」就略有五種，第一種就「不淨」，「不淨」是什麼？觀那個死屍，觀自己的身

體，其實裏面不過是骨與肉、腸臟，全部都是污糟邋遢，都無乾淨的，現在這樣還是

會郁，到死的時候就會怎樣？發腐、發臭，是嗎？生蟲，最後剩下白骨一堆，自己就

如此。別人呢？我是如此，你亦如此，他亦如此，個個都如此，個個最後都是一排白

骨，望眼觀去，整個世界什麼都沒有，那時除了白骨就什麼都沒有，當你想的時候你

就叫做修觀，是嗎？想定了，什麼都沒有了，只是白骨一套而已，什麼都不想了，那

時就是止了，是嗎？這樣就觀那個「不淨」，就叫做不淨觀的所緣。

小乘這個你不要小看他，這是最原始的，小乘的「五停心觀」是佛教人修止觀的

最原始的止觀法，不淨觀。修不淨觀修得多你就會怎樣？父親叫你娶老婆你就會說，

不要搞了，我不娶，我走去做和尚罷了。不淨觀修得多會這樣。

第二就是修「慈愍」，慈悲，就觀什麼？觀一切眾生無始以來沒有一個不是自己

的老爸老媽，無一個不是自己的兒女，所以那些眾生，任何一種眾生，無論老鼠或者

都不是我們的仇人來的，都是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樣的，我們對他要起一種慈曱甴

悲心，以後，我們之所以求成佛就是要解決他們這個問題，生死輪迴的問題。到這個

時候，對一切眾生就安住一個很慈祥的心，成日都想他們好，因為我發菩提心成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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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要度他們。想到這裏，當你想的時候就叫做觀了。當你想，是了，我現在都是

要一切發菩提心都是為了他們，是對他們起一種慈祥的心，不要傷害的心，到那時，

那時是什麼？staying了，停了在這裡不想了，那時就是止了。

止到心亂了那就又觀，是嗎？輪流來。「慈愍」、慈悲、悲愍。「緣起」，一切

事物都是怎樣？眾緣和合而生，例如我之所以有我，是以我多生以來的「第八識」為

緣，是嗎？多生以來所作的業，我生在這一界，再有多生以來有些眾生與我有恩情

的，就做我們的父親，做我們的母親。哪些與我們習慣上來往好的就與我們做兄弟，

同處於一個社會，然則所謂我，根本就沒有一個我，是嗎？沒有一個我。

譬如我現在說學佛了，你以為天生就學佛嗎？由於你過去的業力，你生在這個家

庭，生在這個社會有佛學好學的，還有，你的業力牽引到你入了學校，好彩的你不會

入了基督教、天主教的學校，否則你現在做了神父都說不定，是嗎？都不由自主的，

完全是什麼？determined by，完全沒有你那個自在的我，你以為有個「我」其實是

自己呃(騙)自己，阿Q，那些以為有個「我」直情是阿 Q，你知不知道什麼是阿 Q？

有本書叫做《阿Q正傳》，即是你對他講，你有沒有讀過《阿Q正傳》？阿Q你知

道嗎？你找他，請他飲咖啡。

聽眾：魯迅作的。

「界差別」，「界」即是元素，這個「界」字，element即是「界」，人、人，

每一個人的個體，每一個 individual，一個人的個體不外乎是什麼？「地」，即堅性

的微粒子，「水」那些濕性的微粒子；「火」那些熱性的，即是同現在的那些什麼電

子的，那些 heat性的那些 electron電子；「風」是動性的微粒子；「空」，空界、

天空；「識」，精神的作用。

不外是這麼多種東西結合而成的，那裏有個「我」呢？這樣觀得多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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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有個「我」了，沒有那個「我」就更加不會傲慢了，怎去傲慢呢？是嗎？

「界差別」即是六界不同，「差別」者即是不同，不同的元素組成的叫做「差

別」，那個「差別」是形容詞，在中文即是差別不同的界，不過印度的文化是

「界差別」。「阿那波那念」 ( n p na-smā ā ā ṛti)，阿那( na)ā 吸入、入息；波那

(ap na)ā 吐出，空氣的入、吐出，出入息，即是什麼？inhale exhale，一出一入，

差不多，數息觀。

這樣，這五種觀就叫做什麼？你修「淨行所緣」是令到你的心清淨的，令你洗淨

你的煩惱的。下面將五種「淨行所緣」就逐種講給你聽，都沒有所謂的，講很清楚，

何解呢？你們想修定就一定依這些，你不要依在街上買的那些書，何解？這些是聖人

造的，你依著他，到底你的老師就是聖人。你一會拿了一本阿貓又寫了一本什麼靜坐

法，阿狗又寫了一本什麼靜坐法，那麼你就以貓狗為師了。有聖人你都不要他做老

師？羅生你寫了又如何？都是的，我也是炒雜碎的，你以為我是聖人嗎？是嗎？我都

是在聖人那裏偷些東西過來交給你們而已！是嗎？不過我就坦白一些，講明給你們聽

我在那裡拿過來的那樣解而已。有些人就不是，抄抄襲襲炒埋一碟，他就以為他發明

的，這個靜坐法，那個靜坐法，很多的！又什麼氣功實踐，這裏都不知有幾多，最緊

要以聖人為師。好了，先放一個 break再講。除了這 多之外再不會有突了。麽

聽眾：就是這麼多了？

羅公：就是這麼多了。

聽眾：其他的東西沒有？

羅公：其餘的東西都沒有了。

五種淨行所緣講這個不淨觀了。「緣不淨者，謂緣毛髮等 (三十六物)，名內不

淨，及青瘀等，名外不淨。」這裏半句。所謂「緣」，我們的心攀緣不淨觀，不淨的

東西而修觀，即是例如什麼？緣我們自己的身，我的身體不外是什麼？那些頭毛、頭

髮、身上的毛、血、肉、骨，「等」是等那些骨頭血肉那些東西，除此之外什麼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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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等等。這樣來到觀叫做「內不淨」了，「內」即是內身，內身的不淨，觀完內身

的不淨又要觀外身不淨，外身即是觀其他的人，一切都是不淨的。觀什麼？觀外不淨

就是觀死屍，譬如一個人那樣，一個很好的人，一個壯健的美男子在那裡那樣，是不

是很壯健？漸漸地他老了，一路老了，老到像一個伯爺公(老人)，駝背，臉皺，動不

動就病，病到差不多上下就死了，死了以後第一日就漸漸地有些臭味了，第二日腫脹

了，第三日那些便，鼻孔與大小便的孔那些污糟邋遢的東西走出來了，四、五天就出

蟲了，那些蟲在肚處、在那些鼻孔、眼處，那些蟲一出一入了。

我們中國現在看不到這些的，從前印度人看到的，印度很多是天葬的，那些樹，

在樹上搭起好像床板那樣的，將那條死屍吊在那裡，吊在那裡，那些鷹就走來吃，啄

那些腸臟來吃，甩得四圍都是，那些天葬。西藏還這樣，將來布施給那些鷹，西藏是

這樣。有一種人專門做這些職業的，死屍，譬如你死了個父親，那個父親講下遺囑說

要將那個屍體布施給眾生的，他就將他父親的那個屍體，我看過，你們有沒有看過那

個電影？他將他父親逐一塊切下來拋向天空，那些鷹就馬上走來吃，叼來吃了。

我們中國人就說不行，是父母的身體。但他們是尊重父母的遺囑，將身體

來布施給那些眾生，這樣如果不布施給那些眾生，他就在那裡發脹，幾天就出

蟲了。還有，修行有很多人，我們叫做墳場，那些天葬的不是叫做墳場的，叫

做屍林，死屍之林，屍林。想走去屍林裏面修定的那些人，修不淨觀都不止，

還變起那個影子來修。你日日密宗的那些修法都是這樣的，有些護法神在屍林

處的。我都有修這個的，那個叫做Mah k laā ā ，大黑天，那個大黑天。那個大黑

天很惡的樣子，很大的那個、那個樣子，就在那個地方叫什麼？屍林那裡，那

些人的腸臟就丟到滿場都是，那些人骨頭、腳什麼的，到處都是。

將那個人頭骨一個一個穿起來，好像佛珠那樣穿，那是大黑天，那個地方是屍林

來的，那些人修行修不淨觀的就總是走去屍林裏面看看，回去就變起影子那樣。不過

現在就不適合現代化了，現代不會找這些東西來搞。是嗎？不過你如果要修不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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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林的影片影幾張來看看也是好的，影幾張來看看都是好的，即是越恐怖就越合用，

這樣就嚇怕了你，令你不會有那個，第一就不會愛自己的身體，第二就算有個楊貴妃

在你面前你都不會，它即是洗腦，你望著面前的楊貴妃就會想到屍林裏的那一幕，將

來她就是那樣的，就不會有愛念了。

青色，青即是藍，瘀瘀腫腫地一路地這樣變，最後就被那些蟲蟻食，在屍林裏被

狗，那些野狗，麻鷹之類食，食到最剩下什麼？剩下骷骨，經過風吹雨打洗到那些骨

全部乾淨就是白骨，這樣就觀了，看著那一排白骨來修止了，全部都是白骨，望到眼

裏的都是白骨，什麼都沒有，只是白骨，這樣修，修得多的時候那個心完全定下來，

那些骨就好像什麼？有一種境界的，修不淨觀修到最後就叫「白骨流光」，好像牛奶

那樣的顏色的，白色的，一片白色漸漸地骨與骨也分不開了，一片微微光明。那時你

就會怎樣？覺得全身輕安了，全身輕安，白骨流光。這些東西我就……略了它了，這

樣外，外不淨內不淨。

「是於內心所現不淨、非可愛相，任持其心。」這樣，當你修不淨觀的時候，不

是說整天想著它的，想、想、想他怎樣變蟲，怎樣被蟲咬，一路想一路觀，觀到最後

就成棚白骨而已，或者成個死屍在那裡，擺在那裡，這樣你就不再想了，就只是覺得

有個死屍放在那裡，內心所現的那個不淨的影子。那種「非可愛相(狀)」，想到這裏

就「任持其心」，保持這個影子的心，「心」者，指他心裏面的影子。好了，你會這

樣問，這樣豈不是好辛苦？整天畫，一下不留心就不見了那條死屍了，整天要我的心

畫那條死屍的？不是，不是這樣解的。「任持其心」即是保持，即是說，那條死屍在

這裏，我現在只是見到那條死屍而已，沒有了，沒有其他東西了，這樣就叫做「任持

其心」了，「任持」即是保持它那樣解。「任持其心」。

這樣，「任持其心」就是修止了。以前那一段觀它又青有瘀就是觀了，由觀引起

止，先觀後止。你說這樣不對的！先觀後止。上面那種觀不能夠叫做觀，那些叫做

「隨順觀」，預備的觀。好了，下面他解那個慈愍觀了。他說，「慈謂普緣親、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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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由慈心行相，於彼所緣任持其心，名曰緣慈，」所以慈悲觀就是什麼？「普

緣」，普遍的攀緣，攀緣什麼？「親」，與你最親愛的，父母、子女等等，「怨」，

你的怨家、敵人，「中」，既不親亦不怨的這三種，這三種人都是一樣平等視之，要

慈祥對他。

「由慈心行相，」「行相」者，即是活動的情況，由你的慈心的活動情況，想他

這些個個過去世與自己有什麼因緣的，一路這樣想，於這個所緣的境界，「任持其

心」，想到那些都是應該對他慈祥的，想到這裏就不再想了。這樣那個對象好似覺得

無量眾生在前面那樣，我都對他起慈心，我就保存這種慈心，不要將這種慈心散去。

這樣就叫做「慈愍觀」了。修「慈愍」了。這樣不淨觀就核突一些，慈愍觀呢，修慈

愍觀的人有個好處是什麼？會長命些的，如果那些人，看相人、算命佬說他短命的，

修慈愍觀就會長命，修慈愍觀的人有這樣的好處，災難不生，不出現的。即是那裡有

災難，你去到你會沒有災難的，你修慈愍觀的人是這樣，很有福氣的，這種人很有福

氣的。

有種人是這樣的，幾衰都好，這種人他來到就不衰的，那些人說他福氣好，你想

有這種福氣，修慈愍觀就行了。好了，「是於(心、)境俱說為慈。」不是！「是於心

(與)境俱說為慈。」那個心慈，那個境界怎樣慈？那個境界即是我心變起的影像，所

以一個「慈」就了之。好了，下面就講緣起觀了：「緣緣起者，謂唯依三世緣起之

法，生唯法果，除法更無實作業者、實受果者，」所謂「緣起觀」是怎樣的？兩種緣

起觀，一種是隨便拿起自己的身都是眾緣和合而成的，兩種緣起觀。三世緣起觀是怎

樣的？過去世作業，過去世起煩惱作業，所以令到怎樣？就牽引今世的果報，死了之

後那個中有就投生今世，於是就有今世。

以過去世為緣而產生今世。同一樣道理，以今世起煩惱，今世的作業為條件、為

緣，就產生未來的世，如是過去生現在，現在生未來，未來又生未來，一路這樣，所

謂「人生」就是這樣而已，並沒有什麼實質的。這樣就叫做「三世緣起」。這樣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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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這樣就兩種了，緣起，三世緣起一種，眾緣和合而生起這個身體的又是一種，兩

種，不過應該偏重眾緣和合而生起這個身體的那種。因為何解？三世緣起，下文另外

講一個「緣起善巧」了。宗喀巴這個三世緣起他就已經混亂了一些，這個三世緣起就

應該屬下面的「善巧所緣」的，不過這個講法我們不能夠怪宗喀巴的，緣起是兩種

的，他是偏重那一種，即是說，所謂人生，由過去產生現在，現在產生未來三世緣

起，即是說，「生唯法果」，我們所生到的，我們今世出現的即是什麼，是法，

「法」即是事物，並沒有一個「我」的，這個「法」就是對那個「我」的，只有這個

「法」的結果。

前世起煩惱作業產生今世，完全是前世的煩惱法，牽引到今世的煩惱法，今世的

煩惱法我就以為這樣，我今天打人了！其實哪裡是打人？並沒有一個我去打他人，而

是什麼？只有什麼？所謂「打人」者，只是身體裏面的那堆細胞、神經牽動，制動等

等這種現象，我們覺得好像有一個「我」在那裡指揮那樣，其實這個「我」都是社

會、教育、家族的遺傳決定，我的脾氣決定的，並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我」的。所

以都是緣，眾緣而起的，沒有一個實的作者。

「作者」是什麼？作業的人，作業的，作業的主體，主人翁。「受者」，亦並沒

有一個受果報的人，你以為我今世這麼多錢，如此富貴壽考，我這個人就很好福氣

了，受這個前世作了善業，今世我就受果了，其實這些都確是你阿 Q，何解？哪裡有

一個實受果者？如果有一個「我」就有實受果者，根本就沒有一個實受果。而且你那

個「富貴壽考」都是眾緣和合的，亦是什麼？過去所作的業亦都是緣而已。業是增上

緣來的，並無作業者，那個作業的我，受果的我。

想到這裏，根本就沒有這個我，只是有眾緣。「即於是義任持其心。」是這種道

理，想到這種道理就是停下來不再想了。「任持其心」，無謂再想了，一切都是眾緣

和合而成，不用想了，想都是多餘，那個心就定在那裏，這樣就修止了。「任持其

心。」即是保持這種狀況，不要。這樣「任持」是不是整天死想住它很緊張？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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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這裏就不要想別的東西，不要讓別的東西牽了你去，這樣就叫做「任持其心。」

明不明白？你就是想佛都是這樣，想那個佛在這裏了！就不用整天想到眉頭都皺了，

我現在畫佛的樣子很辛苦，這樣你就會疲倦的。是嗎？

初初就想佛很靚，是呀！很靚！他在這裡了！在這裡了！對住我放光，照著我，

加持住我。這時就「任持其心」，不再想他。一會你漸漸地忽然間不見了那個佛了，

或者見到那條蛇出現，或者見到魔鬼出現，你又快些再想他，再想那個正的佛，那時

又「任持其心」，不再想了。這樣就不用吃力的，記住，不要吃力，一吃力，吃力就

不妥當，死的時候有些人都幾緊張的，孔子死之前都大哭一場，孔子有哭，為什麼

哭？他想，他是一個教育家，想教化萬民，現在他的生命要死了，哭，哭完一輪他又

唱了一支歌，那首歌是這樣的，臨死的時候他作了一首歌唱，唱完之後沒多久就死

了。他做了一個夢，孔夫子臨死之前幾日，他發了一個夢，發了個夢，發夢什麼？發

夢自己坐在那裏，別人擺那些香案，擺那些神 在那裏，人家祭他，發夢坐在那裡受枱

別人的祭，靈呀！別人祭了他孔子二千年。他做了夢之後，起身就哭，好像哭了一

場。哭了一場就唱了一支歌，他之所以哭一場就是那種慈悲心，所以他就唱一首歌

了：「泰山其頹乎」，泰山本來很穩陣的山，崩了；「梁木其壞乎，」那條樑，蓋屋

那樑撐住那個瓦面的那條樑壞了；「哲人其萎乎。」一個有聰明智慧的人毀滅了，死

了。唱這樣的歌。

一個理學先生叫做程頤(1033－1107)，「子程子曰」的程子。他臨死那些弟子

去送他終，其中有個弟子對他講：老師啊！這個時候你就臨終了，這個時候吃緊了，

那些宋明理學家死的時候那個心受了佛教的影響，他要把持住個心不要散亂，這個時

候，老師呀！你這個時候，他提他，你這個時候吃緊了。程子你猜他怎樣答？答這幾

個字真了不起！「吃緊便不是」，要「吃緊」，「吃緊」即是緊張，要吃緊就不對，

不用緊張的，答這句「吃緊便不是」，最有名的這句，程子臨死的時候。

唐三藏臨死，大概他可能是血管爆的也說不定，就見，他見到很多東西，臨死的

時候就見到那些天神，個個拿住很多東西來供養他，他就講，對那些人講，弟子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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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講，我的道德好微弱，我哪有資格受你們供養呢？他就將這些話。然後有一個弟子

就很不通氣的，這個普光法師，普光就問他，不是，他叫弟子，我現在求生兜率天，

請大家助我一齊念彌勒菩薩。大家就替他念。有一個很不通氣的普光就問他：你到底

得不得生？這樣問他！這個學者很有名的！六大弟子之一呀！走去這樣問他：到底生

不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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