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到底得不得生呀？這樣問他！這個人是一個學者，很有名的！六大弟子之一

呀！走去這樣問他：到底能不能生得呀？他說：決定生。你不要多問我來阻礙我的正

念。這回事你看玄奘法師的傳記就這樣講。都好，都安靜，安靜中都帶有一些吃緊，

玄奘法師。鳩摩羅什臨死的遺囑就說他譯了很多經，我現在品行就不是很好，但是我

譯的經是對的，猶如那些蓮花在那些污泥裡面產生出來，你們要取蓮花，不要取那些

泥。臨死的遺囑就這樣。「緣界差別者，謂各別分析地、水、火、風、空、識六界，

即緣此界任持其心。」那些攀緣的心，想，想什麼？講「界差別」，即是差別不同的

元素就要怎樣？「謂各別分析地、水、火、風」，「地、水、火、風」就要這樣，

「地、水、火、風」即是四種大種，「大種」即是元素，又叫做四種「界」，大種

呢？「界」、「界」、地的元素，很多人解錯的，很多人……

即是造成這個世界的元素、物質元素就叫做「四界」，四種元素就叫做「四

界」，四種元素，第一種是「地界」，「地界」有兩種，一種是「假地界」，一種是

「實地界」，「假地界」是怎樣的？就人身來講，硬的是骨頭，就是地、地，頭髮，

這些是「地界」，手甲、腳甲這些是地界，這些是假「地界」，其實骨頭、頭髮都是

什麼？真的四種，地、水、火、風四種實的地界造成的，我們一塊骨頭，骨頭不是實

的地界，不是真的地界，骨頭都是由地、水、火、風四種東西做成的。不過它地界的

形相特別顯現一些，就變成了硬性的骨頭而已。

其實裏面都是有水火風在裏面的，外面看就以為骨頭是硬的就屬地界了，其實這

是假的地界，真地界就不是的。聽不聽得明白？是假地界。身體裏面就這樣了，外面

呢？硬的、敲得響的，實的，這些是地界了，假地界。何解說它是假？它不是完全是

「地界」來的，是地、水、火、風四界合成的。不過硬性的地那種是顯著一些。那杯

水是假水界，何解？因為那些水也是地、水、火、風四種東西合成的，不過水的那種

形狀特別顯著那樣解而已。所以我們飲的水是假水界，不是實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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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假水界，與實地界，實地界是什麼？微粒子，微粒子將一種東西，一種硬性

的東西，將一種東西破開它成為兩邊，再將兩邊又再破，一再破，一路破、破、破，

一路分析它，分析到我們用工具無可再分，用科學方法都分不到它了，只有用我們的

智慧來想，想到最微細，最微細，微細到不可以再分了，就成為一些最細、最細的微

粒子，那些最細最細的微粒子，就叫做極微，叫它做極微，極微有四種，記住，極微

即是現在的原子都不行了，電子與質子，是嗎？即是最微細的微粒子最穩陣，最細的

微粒子不可再分的。這些微粒子都有四類，現在就有很多類了，現在那些鈾，那些乜

乜物物(諸如此類)很多了，是嗎？

舊時就只是分為四類，一類就硬性的微粒子就叫做「地界」，這是實地界了。第

二類，滑、濕滑性的微粒子，叫做「水界」；第三種，那些熱的，熱的微粒子就叫做

「火界」；第四種是動的微粒子，一切動力都是由那些動的微粒子推動的，就叫做什

麼？「風界」，一陣風那些是假「風界」，真的「風界」的那些微粒子，分析這個宇

宙的物質分到不可再分的時候就分成四類，叫做四種極微，「地極微」、「水極

微」、「火極微」、「風極微」，這些就叫做真的地界，實的地界了。同一樣道理，

水界亦是一樣，假、實、火、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思想，難得就是那二千四、五

百年之前已經想到這一套東西，我們科學家現在想到這套東西不過沒有多久，希臘哲

學家都已經可以想到，世界上真是思想，除了印度人，真是思想精明的，除了印度人

就是希臘人，那些、那些Greek。

中國人對於這些東西真是很落後，什麼五行，地、水、火、風。不是！什麼金、

木、水、火、土，嗨！真是放屁！粗到極！我們這種思想，尤其是那些人還拿它來算

命！那它來看風水就更離譜，離譜中之離譜！那為什麼？你又不要駁我：羅先生，很

靈的！當然靈啦！撞都撞得對的！是嗎？第一就撞對了所以靈，第二就是什麼？人人

都信的東西就一定靈了，你明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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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信它就靈了，大家信。何解？大家的識共變嘛！我信有這種東西，他又信、

他又信，整屋人全部都信了，自然就有一種共同的東西產生了，何解風水好？講給你

聽，你全個家族，宗族的人大家都認為這樣是好的就會出現了。你一懂得這種道理就

知道，那些全部都是不用的，不用信這些東西的！算命風水這些全部不用，我很多都

懂，我也懂這種東西的，但是我都不信的，還勸人不要信。所以佛教人反對什麼？星

相、占卜，全部都認為，這些佛教說它什麼？這些事搞雜你的思想。這些是邪，這種

信仰，這種都是邪見之一來的，邪見。不止佛教這樣，那些中國的理學家，他說這些

是什麼？算命，不只算命，甚至吟詩作對都認為是什麼？

這些叫做玩物喪志，宋明理學家，吟一下詩，作一些詞，這些叫做玩物喪志，沒

有用的！其實又不是的，這些是什麼？這些等於我們春秋的時候有個墨子，反對音

樂，他說音樂沒有用的！有篇東西叫做〈非樂〉，換言之音樂他都反對了，即是畫圖

畫他也反對了！其它的東西，建築物，很靚的建築物都反對了，他認為什麼？他說沒

有用的！敵人兵臨城下，這些大鐘琴呯呯 會不會退了敵人？所以沒有用的。嘭嘭

當你肚子餓，沒有得吃的時候，你打一下鐘敲一下鼓，你會不會防止肚餓？不行

的！可見音樂沒有用的。很膚淺的，其實很膚淺。佛教徒天台宗智者大師這些就認

為，這詩吟、寫一下詩，搞一下音樂，這些都是不對的，阻礙我們修行，他們要好好

地修止觀才行的，天台宗的人是這樣的。

宋明理學家就說這些叫做玩物喪志，所以從前我們小時候，學他們差不多上下大

的時候，胡適之你他猜怎樣？當時有一種人很喜歡寫一些小品文，寫一些小品文，胡

適之認為這些是什麼？都是玩物喪志那一類東西，那有這麼得閒寫些小品文？你是研

究科學的，你就好好地去實驗室研究科學，是嗎？你研究哲學就好好地去思維這個真

理，得閒寫這些小品文幹什麼？那些小品文，那些小品文很多寫些什麼？

譬如寫，例如寫什麼？寫一些這樣的東西，有關於放假又如何如何。所以胡適之

3



就說：咦！寫這些做什麼？這些東西玩物喪志，根本我們要做的東西多得很，得閒寫

這些東西！佛家也是這樣的，你這麼得閒走去做什麼？走去占卦算命搞這些東西，不

好好地修止觀？好好地去修行六波羅蜜啦！不過又不用這麼嚴格的，禪宗就不是了，

什麼都可以，無所謂，吟一下詩，宋朝的和尚那些詩？那些和尚的詩吟得幾好！我

們、我們最有名的那個誰？個個都識的那個竺摩法師，舊時整天學吟詩，竺摩法師

(1913-2002)最歡喜誰都詩？蘇曼殊的詩，你們有沒有聽過？曼殊大師。

聽眾：情僧。

羅公：是呀！曼殊大師。

聽眾：《斷鴻零雁記》就是他作的。

羅公：真是了不起！好東西，我們以前很喜歡讀他的詩的。竺摩法師(1913-2002)就

學曼殊法師的詩，大概他的身世可能有些相似。

那個蘇曼殊完全都不是和尚那樣格的，那些人說他什麼？與他一齊去飲花酒，日

本人飲那些酒，有些用個竹筒，日本裡面那有些酒不錯的，很烈的那種酒。那些酒？

那些叫做什麼酒？用一個竹筒載住的，那些金莖，「莖」就是那條竹柄，露，「金莖

露」即是那些酒，走去飲酒。即是說：「來醉金莖露，胭脂熱(畫)牡丹」，羊肉、牛

肉，牡丹，那些肉片成粉紅色就好像牡丹花瓣一塊一塊那樣，你不要以為那些真是牡

丹花，它是用一隻碟一塊塊羊肉鮮紅色的擺在那裏，擺成一朵牡丹花那樣。那些人去

夾起來吃，好像胭脂一樣的顏色，叫做熱(畫)牡丹，淥(燙)得熱辣辣來吃。他怎樣？

他還要說我是和尚來的，「落花深一尺」，日本櫻花時節，櫻花成堆成尺深，就蹲在

那裏，就這樣坐在那裏吃，費事了，「不用帶蒲團」。和尚帶著蒲團四圍打坐，「不

用帶蒲團」了！就坐在櫻花上面吃就可以了。

聽眾：他很瀟灑啊！

羅公：太虛法師對蘇曼殊很好的！與蘇曼殊很好的！太虛法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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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教梵文，他識梵文的，他寫了一個，那個那個，這個這個《Sanskrit

grammar》，寫了一本梵文文法。中國人寫的第一本梵文文法是他寫的，不過現在

這本書已經沒有了。當時北面，有一間，那時有個地方叫做新草，出那些番薯這麼大

條，新草大番薯，出名的，那些蛋黃那樣色的，這麼大條的蕃薯，真是吃過那些番薯

別的地方也不用再吃了，新草那裏有一個山，蘇曼殊是新草人。新草那裡是姓蘇的，

那個山就叫做雷峰山，初時我們讀他的詩以為是什麼？杭州的雷峰塔，誰不知不是！

他在雷峰山，雷峰山裏面，雷峰山那間不知叫做什麼寺，我曾經去過，蘇東坡曾經在

這裏住過的，蘇東坡去那間寺住過的時候曾經寫了一首詩，何解呢？

那間寺有個老和尚，一路持齋坐禪就死了，死了。死了之後不知是不是坐化之

類，那個和尚住的地方就沒有人住，他的那些經就鎖在那裏，到蘇東坡經過廣州，就

經過雷峰山，他就入去那間寺，有一間寺，就看到一個寮房很好的，他說：我好像見

過的？不是呀！這個老和尚已經死了很久了，死了整整幾十年了，一路他死了之後裏

面的經卷什麼都沒有人理，鎖在那裏，他說：你開給我看看，好像裏面我彷彷彿彿裏

面有些東西我見過的。就開給他看。為何這麼熟悉？難道舊時到過？就寫了一首詩提

在那裡。現在《蘇東坡集》不知為何沒有了這首詩。那個和尚叫做德雲，那首詩四

句，「前世德雲今我是，」前世的德雲和尚現在我就是了，「依稀猶記妙高台，」那

裏依稀叫做「妙高台」，好詩！又是好詩！(靈峰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

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台。《眾妙堂 廣州何道士》)「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

猶記妙高台。」

所以那些人說蘇東坡是那個和尚托世，就是這樣。他說很熟，要開來看，我都好

像記得那裏這樣的？蘇東坡說。那個叫做雷峰山，叫做海雲寺，大海的海，特別搭公

路車走去看蘇曼殊在那裏出家的地方海雲寺。海雲寺裏面有一套《藏經》，那套《藏

經》在那個臺側邊，高高的，寫住四個字，「南樓古集」，裏面放《藏經》，蘇曼殊

就在那裏管理《藏經》的。知藏，管理《藏經》的。這樣很多梅花的，那個和尚就

說：呢！舊時蘇曼殊就在這間房間住了！在一個放生池側邊有一間房住，原來那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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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房很靚的，房側邊有一個水池，用 放生的，房側邊。這樣暮鼓晨鐘就很好的，所嚟

以蘇曼殊住在那裏就寫了一首這樣的詩。下一個銅的大將軍，朝晚得咚咚地響的，我

們走去那裏看。

原來那首詩是完全寫實際的事情的。「白雲深處擁雷峰，」初初以為是杭州的雷

峰塔，啊！原來不是，原來那個山叫做雷峰山！那裡那些人就在那裏種梅花，一到舊

曆年，那些人就斬些梅花拿出來廣州賣的，。「幾樹寒梅帶雪紅。」吃飽飯可能是打

瞌睡，怎能入得了定？「齋罷垂垂渾入定，窗(庵)前潭影落疏鐘。」那個鐘的影，映

落那個放生池的潭裏面，好啊！真是好詩！成個清的，哪裏像一個「狗肉和尚」的氣

味呢？很清的這些。有的，你們年青的人，老的就不歡喜的，年青的，買本什麼？

《曼殊大師集》。

聽眾：是呀！很好看的。

羅公：你們後生，很好的。

聽眾：他那個什麼？他有一首詩很好的，是回憶它母親的，很好的，我不記得了，我

不記得，我聽過，是呀！

羅公：你歡喜它的詩嗎？

聽眾：那個、那個什麼……

羅公：這樣分析，分析什麼？

我們的身體地、水、火、風，空就是這個「空」，「識」就是我們的精神作用，

是六種東西，六種元素合成的。「即緣此界任持其心。」根本就無所謂人心，人心只

是有一堆微粒子。這樣，想到這裏不再想了，我的人生就是一堆微粒子。「任持其

心。」「緣阿那波那(念)者，謂於出、入息，」「息」就是那些氣，「由數觀門」，

「數」與「觀」，「數」者，天台宗智者大師教你，一呼一吸你就數一，第二個呼吸

你就數二，第三個呼吸就數三，數到十就回頭，如果未到十那個心又亂了就馬上從頭

再數，這樣就叫做數，數得多，那個呼吸漸漸慢，漸漸慢，你嫌數目都論盡(麻煩)

6



了，不歡喜了，就隨了，跟了，跟了，即是觀那個息，看那個息，它入我知它入，出

我知道它出，這樣，如果你想真正最正統，真正是釋迦牟尼佛教別人教人打坐的，修

止的就是最原始的就是「阿那波那念」，最原始的，真正是佛口教人的，現在最正統

的就是斯里蘭卡的《藏經》裏面，有一本叫做《念安般經》，想念著那個《念安那般

那經》。

這本經就有個人譯了出來，中國有一個人翻譯了出來。漢代，三國差不多上下時

候，有一個人叫做安世高(約二世纪)，三國的時候的，東漢末年，都未正式是三國的

時候，安世高他翻譯了叫做《念安般經》，你現在上去三樓《大藏經》裏面查，有一

本叫做《念安般經》，你可以借它來看看，這本是釋迦牟尼佛自己教別人怎樣修數息

的，最靠得住的。斯里蘭卡的那本，那些人講就斯里蘭卡的那本更加完整，我們中國

的這本都沒有它這麼完整了。斯里蘭卡的那本有人譯了，譯了就叫做《南傳念安般

經》。這套東西多倫多有，我知道，我家裏就沒有，我放在香港沒有帶過來，你走去

王聯章的書房裏面有一本書叫做《內學》，《內學》，內外的內，吋多兩英寸厚，裡

面，是一本雜誌來的，裡面有一篇南傳，裏面有一篇《南傳念安般經》，就是誰譯的

呢？

是那個叫做湯用彤譯的，湯用彤就是現在在北京呱呱叫的那個什麼哲學家？那個

叫做湯一介的父親，湯一介的父親。湯用彤我們可以叫他做老師，他在西南聯合大學

處做教務長，我們曾經去西南聯合大學那裏借讀，那時候他做教務長。他就去美國，

湯用彤就去美國耶魯大學與日本東京大學，專讀梵文與巴利文，他就將巴利文的《念

安般經》翻譯了。如果你們有就叫王聯章，幾頁，十頁八頁而已，七、八頁而已，叫

他借給你，小心些，這是最，釋迦佛金口親說的。教人什麼？其餘《念安般經》，那

本都有教呀！Edward Conze 的那本叫做什麼？那個《Buddhist Meditation》裏面

都有，有講簡簡單單教你念《念安般經》的。現在那些印度人教 yoga的都是什麼？

佛家就叫做「念安般」，叫做「隨息念」，又叫做「數息念」，入息就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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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出息就叫做「吐」，那些道教徒亦有講入息、出息，他就將那個名，其實吐

納什麼？呼吸，是嗎？吸入、吸(呼)出，所以你那些東西，神秘的東西你將神秘的外

衣脫了去，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東西。中國自秦漢以後，有一種叫做吐納之術，說這

樣會學神仙的。在印度釋迦牟尼佛就教別人數息，「阿那波那念」，他說這樣可以得

涅槃的，釋迦牟尼佛這樣講。道教徒就說這樣可以升仙。這樣就「住心不散」，怎樣

「住心不散」？

你很容易修的，你數入息，你坐在這裏，入息，坐在這裏之後，先將思想什麼都

不想外面，先集中在這裏，鼻端或者山根，集中在這裏，意念集中了之後，最好就是

鼻端，呼吸入你知道入；呼吸出你知道它出，你不要逼它，不要帶它，帶就叫做引

導，引導就會搞出亂來的，不要引導，只是怎樣？跟住它，那個呼吸一入了去，整個

肚，整個丹田都好像脹了那樣，你就覺得，啊！原來它脹起來了。現在出了，現在那

些氣出來了！出到有幾遠？

就好像覺得那些氣抽出來都好像未散的，一呎以外然後才散的，你會覺得這樣

的。一呎以內那些熱氣都未散的，一呎以外就散了，這樣觀，仍然覺得有個氣又出又

入，漸漸地你覺得那些氣充滿了丹田之後，一路好像放射那樣，放射到周身骨節都有

些氣在那裏，漸漸地，當你一路脹的時候，漸漸就脹到手指尖、腳趾尖都有氣在那

裏，其實不是真是有氣去，是你的神經感覺到這樣，所以神經不妥的就最好修吐納

了，你如果這樣真是可以長命的，所以吐納之術就會變成地行仙了。

這樣漸漸地你就會覺得那個呼吸不是用肺的，你只會覺得這樣，是在小肚呼吸，

漸漸地好像肺都無關痛癢那樣，其實是在肺呼吸，但是你覺得它在小肚處，漸漸地你

就覺得那些氣一入的時候就好像停一停在小肚那處，停了四、五，一、二、三、四、

五，甚至停得久，六、七、八、九、十，停完了一段，然後就又好像繞了一個圈那

樣，然後在那個鼻處慢慢、慢慢地走出來，走出來那些熱力都不散的，一尺左右以外

才散的，你會覺得這樣。再久一些那個呼吸就很微了，但是有，身都不動，只是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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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略地入一下出一下，再久一些你就嫌呼吸都粗了，你就怎樣？想著這裏了，連呼吸

都不想了，就叫做「止」了。第一就「數」，第二就「隨」，第三就「止」了。「奢

摩他」就是止，以後那些就是觀的事了。

最初就在這裏，但是在這裏，你會覺得那個心會浮動的，你如果不覺得心浮動的

時候，你就止在這裏，覺得你那重心向下好些那樣，那樣你就將這個、這一點將它來

到移低一些，移到喉嚨，集中在這裡，再久一些移到心口，再久一些移到肚臍，再久

一些移到肚臍下面，四指，這裏是肚臍，按住肚臍，第一隻手指、第二隻手指、第三

隻手指、第四隻手指，按著的地方就是丹田的中心，你自己的那隻手，你不要以為自

己細小就用大舊佬(壯漢)隻手不行的，一定是用自己的手，四指那裏，你想住下去，

想去那裏你就會長命了，少病，因為那個呼吸也是，每個呼吸都去那裏。漸漸地就所

謂過什麼過三關，什麼運轉河車，大周天、小周天那些，都是幻象，你不必理這些！

是嗎？

漸漸地你就自然的覺得丹田地暖暖地，然後再進一步就熱力兩頭盪，漸漸地散

開。有些就覺得它一路上、上、上、上，上去到頭頂就暖的，有些就覺得它在尾龍骨

那裡，走到下面，跟著又在另一邊上，這樣就叫做「運轉河車」了。有些就散開，不

一定的，那些不識的人就說一定要過三關，不是一定的，沒有一定的，不是一定要過

三關，有些散開都有的，不一定的。我親口問過一個活佛，那個叫做格達活佛，李世

華請他吃飯，我就坐在格達側邊，就問他是不是一定要運轉河車的？

他說：不用，不用一定的，我們修密宗都不需要這個「運轉河車」的，我們就是

怎樣？那個氣就在會陰那裏起那種熱力，那種熱力就叫做 Kundalini，Kundalini 即

是「先天元氣」，在那裏發動，那裏叫做「海底」，bottom，那個會陰在「海底」

那裏發出熱力，那些熱力就叫做 Kundalini，叫做什麼？譯做「靈熱」，中國人譯做

什麼？「先天元氣」，英文譯梵文譯的音叫做 Kundalini，在那裡發，一路它會上

的，跟住中間的那條脈上的，一直上到頂，又會再落來，上到頂，那個脈普通中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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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脈，他這樣講，一條紅色，一條白色，紅、白、藍三條，一條紅，一條藍，中間一

條，一支那樣的，他還拿住支象牙筷子，三支，由會陰一路上頭頂。

我們普通用這個，不需要運轉河車的，他說如果你修得好，修阿彌陀佛法，你死

的時候，你的精神在下面一路阿彌陀佛就接引你，直情在那裏，頭頂出的，〔這是〕

格達活佛的講法。即是說不是一定「運轉河車」的。宗喀巴的講法，說輕安起，不用

一定「運轉河車」的。下文他就講給你聽輕安是這樣起法。這樣入出息最好，我現在

都是修入出息，我抉擇了這麼多，最穩健最好又無害，深呼吸而已！是嗎？又最科學

化。講完了是嗎？將來然後再講這個。「善巧所緣」了，今天就講了這麼多。你們有

什麼問題沒有？

聽眾：深呼吸有時會很辛苦的。

羅公：是你緊張而已，你就不適宜修呼吸了，

聽眾：深呼吸我試過，很辛苦的。

羅公：宗喀巴說最好了，佛像啦！佛像也會緊張的，整日畫那個佛，你不要畫那個

佛，在那裏了！記住，聽我這句話。他坐在這裏了！那個佛坐在這裏了！不緊

張就行了。

聽眾：羅公，數息的時候，呼吸可以有時長，可以有時短，你說長好還是短好呢？

羅公：長又好短又好。佛怎樣教呢？

我念《安般經》給你聽，他教的。他說：你的心的念頭不要在別處，要在你的前

面，前面就是這裏就是前面，這裏都是前面，丹田也是前面，總之你的念頭就在你的

前面。當其短出息，則知我今短出息，當其長出息，則知我今長出息；當其入息短，

則知我今入息短，當其入息長，則知我今入息長。識得了？你知道了，當它的呼吸

短，我們就知道我的入息短，你的工作就完結了；當你的入息長，你知道哈！我的入

息長，短你不要變它長，長你不要變它短，知道了！當它的出息長，你知道哈！我現

在出息長。不要理它，兩種都一樣這麼好。漸漸地又好像沒有息那樣的，那時候。當

你沒有息的時候，那個心就變了沒有了這種東西做中心，想著鼻端，或者想著鼻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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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端搖擺的，你就由這裏到這裡，到這裡，一路落到丹田，一路想著丹田，這個就叫

做長壽法了，念得多你可以長壽的。或者改想著佛像也行，漸漸地想到好像沒有呼吸

一樣的。

呼吸的時候你不用一種東西困住它就很容易散亂的，要找一種東西，你想著佛就

可以了，佛難想，你就想著月光，月輪三昧嘛！想著那個月光，離幾呎遠，這麼大個

月，初時的月就是這麼大，漸漸就這麼大。也行。都是觀佛像好，還可以一舉兩得，

佛還可以加持你，你念佛改為觀佛像，不用念阿彌陀佛，整個在這裡，是嗎？不用拆

開他。宗喀巴教人最好就是這樣，很詳細的，教你觀佛像。

聽眾：羅先生，有沒有一些書講如何唸佛，大聲好還是細聲好？

羅公：什麼？

聽眾：念佛呀！

羅公：最好就無聲。

聽眾：是？無聲最好？

羅公：無聲最好！

聽眾：有聲變了 氣嘥 (費力氣)，是嗎？

羅公：是無聲最好。無聲。

聽眾：道教的書說，如果大聲來念就很 氣，是嗎？嘥

羅公：是 氣的，不能入定，大聲念不能入定，不要大聲。嘥

聽眾：但是佛教就教人念的。

羅公：念？你不要這樣聽，念者，那個心想念著佛嘛！

聽眾：憶念？

羅公：是！憶念的「念」嘛！不是用口念，口念叫做誦，那些要念佛七在丹田念佛那

些，擔心你瞌眼瞓(打瞌睡)就這樣來到念，不是唯一的法門，真正唯一的法門

是想念著那個佛，由此就入了三昧，念佛止觀就很粗的！要兩頭走來念的那些

是最粗的，最粗的。你要怎樣？細路哥寫字要用紅字格來填，你不要一世都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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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字格，要想念就用這個念佛的方法。

聽眾：這個念佛，你講的那個即是入定那樣解是嗎？

羅公：念你不要口念，口念叫做誦，念就是思念，

聽眾：念即是那個心念。

羅公：是，心念。一般念佛，唐朝的人就說念佛法門有三種念佛，是嗎？一種叫做

「實相念佛」，不念的，觀真如，觀這個「如所有性」的，又叫做「實相念

佛」；因為「如所有性」就是佛的法身來的。念佛的法身，念佛的法身，叫做

「實相念佛」。一種就叫做「觀想念佛」，想住那個佛，實相念佛當然是最高

了，但是已經差不多是脫離了淨土宗了，走了進去禪宗，走了進去這些實相念

佛。第二就是「觀想念佛」，第三就是持名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

陀佛」。是最粗的，最幼(精細)就是實相念佛，稍為幼、粗之間就是觀想念

佛，最粗的就是持名念佛，不過有些人特別強調，那些人因為一句話，我整天

得罪人讀書少，就會這樣。應該是觀想念佛最好。

聽眾：持名念佛有些是吟吟噆噆(小聲念)的。

羅公：吟吟噆噆(小聲念)散心念佛，不用的，何須念？散心念佛是因為口在郁就不用

講別的東西，還有想提醒你自己不要散亂，拿住串珠的作用是做什麼？提醒

你，拿串珠提醒會整日提醒你，口噏噏(不斷念)也是提醒你，很粗的。你照做

密宗念咒都不是整成日要、要……

聽眾：大聲念。

羅公：就是了！連聲都不用的！

聽眾：是不是連舌頭都不郁？

羅公：什麼？

聽眾：是不是連舌頭都不郁？

羅公：那些叫做佛念，蓮花念，金剛念，最好，最精妙就是金剛念。

聽眾：怎樣念？

羅公：佛念就是南無阿彌陀佛、無阿彌陀佛那樣，出聲的。蓮花念呢？就舌根動，口

不郁，南無阿彌陀佛、無阿彌陀佛，舌根動。

聽眾：連聲音都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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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連聲音都無了。金剛念。金剛念。他們西藏人唸咒他都不用口念的，觀想，觀

想自己的心空，一朵白色的八葉蓮花，蓮花上面就鋪一個那些月輪，好像一個

餅那樣，鋪在那裡，好像那個 cushion，一個月亮那樣鋪上去蓮花上面，蓮

花上面一個觀音菩薩的那個 hr  īḥ字，西藏文叫做 se 字，梵文叫做 hr  īḥ字，

豎在那裏。

聽眾：那個字怎樣寫的？

羅公：什麼？

聽眾：那個字怎樣寫的？

羅公：你那本書就有了！

聽眾：哦！這個。哦！哦！

羅公：觀音菩薩的種子字嘛！

聽眾：這個叫做什麼？

羅公：hrīḥ！

聽眾：hrīḥ。

羅公：英文就沒有這個字的，hrīḥ。hrīḥ。

聽眾：hrīḥ，hrīḥ。

羅公：hrīḥ，鋪一個咕臣，或者一個字，西藏文就 se 字，豎在那裏。那裏粉紅色

的，觀音菩薩，圍繞一圈就那四個字了，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幾個

字，幾種顏色的，哪一個字什麼色我不記得了，因為我不用這個方法的。這

樣，一路轉的，唵！唵就在這裡，嘛……轉的，唵！唵就在這裡，嘛呢叭咪

吽，一路這樣轉，繞住那個種子字來轉，就一路放光照，遍照這個十方世界，

這樣的，即是說他念是那裡念，那裡念，念出聲的，那些聲音變成光明，好像

光波那樣，一路震動出去那樣，西藏人就這樣念了。

聽眾：哪裡唸？

羅公：什麼？你說什麼？

聽眾：你說哪裡唸？

聽眾：西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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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這個東西念。

聽眾：在心裡念。

羅公：這個東西，那個心變出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唸出聲。

聽眾：念出這個蓮花，是嗎？

聽眾：好像廣播那個咪(mike)那樣。

聽眾：你說那個是蓮花嘛！

羅公：蓮花。那個白色的八葉蓮花了。

聽眾：即是想著八葉蓮花。

羅公：想著那個種子字，放一些光出來，那些光好像播音那樣，播音台那樣，播一些

音的光波出來：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一路你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

阿彌陀佛，那個口不用郁的，漸漸地就忘記了這裡郁，覺得只是聽見聲音，漸

漸地你覺得那些……有一個老和尚講，何止我念佛？那些 蟝蠄 (蟾蜍)都念佛：

格、格、格、格、格，我聽到牠不是格格的聲音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那

樣的，真是這樣的！會這樣的！

聽眾：是呀！有時那些鐘聲打也是。

羅公：火車聲，嗚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那樣的，整個宇宙萬有，全部聲都是

「阿彌陀佛」。那個老和尚這樣講。是的！

聽眾：你說有一個練習方法頭又不郁，嘴巴又不郁，這樣那個聲帶動，如果……

羅公：舌頭會郁。

聽眾：但是如果舌頭不郁聲帶怎樣動？

羅公：你想事的時候，那些語言學家，用電、用電來到測你，當你想事的時候你的聲

帶就會動，譬如你想，我今晚去看一看別人游水才行。你的心這樣想，那個聲

帶就會動了，動的波浪是怎樣？如果你講出來：我今晚想去看別人游水。這個

波浪這樣的，它那個微動都是差不多上下。

聽眾：但你不覺。

羅公：即是你的思想一郁就跟住有語言了，有語言那個聲帶就一定郁的，

聽眾：譬如人家那些啞巴呢？

羅公：什麼？啞巴一樣咿咿呀呀都是會這樣的，沒有聲就不能思想，有思想就不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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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微細不微細而已。那些心理學家，有些研究語言心理學的就研究過，一定郁

的。你試一試想一下，我們想事的時候，聲帶微微郁，聲帶都不用郁的，那些

很超人的，那些老僧入定的時候，真是想到什麼？他都不是他念的，是那個東

西念的，那些真是聲帶不會郁都說不定，他只是聽，你明白嗎？聽那個東西在

那裏播音，即是老和尚在那裏聽蟾蜍呱、呱、呱念「阿彌陀佛」、「阿彌陀

佛」。他說他都不用念的，硬是聽到萬有都是念「阿彌陀佛」的。是的，這個

是對的，如果你真正想念最好觀想。

聽眾：我就認為一面持名，一面觀想，兩樣行。

羅公：會很緊張的。

聽眾：緊張？都不是，我也是這樣的，我一路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路觀想阿彌陀佛。

聽眾：一心不能二用。

羅公：這樣你修止不得持名……

聽眾：修止觀不是，平時念而已！

羅公：那道氣……

聽眾：修止觀不念了！修止觀不念佛，想佛。

羅公：只是想佛。如果你平時念就持名號。

聽眾：平時念就一面持名號。

羅公：因為多了一種東西扣住你，你不會亂，拿住那串珠亦好，因為一下心亂那串珠

就會提你。

聽眾：查實你說行住坐臥念，那個人又不出聲，什麼都不做，只是那個心念都算是念

佛的。

羅公：行住坐臥想念即是行住坐臥那個心都不要離開佛那樣解。

聽眾：是囉！這樣他還不是一樣是念佛！

羅公：不是說真是成日行住坐臥都要「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用這樣。如果你的

心都是綁不住的，一不念出聲那個心就走了去，你就要……

聽眾：查實他的心可以有阿彌陀佛，但是我不出聲而已！是嗎？

羅公：是！可以的，方便多門，怎樣都可以。

聽眾：事實念佛都是已經修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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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

聽眾：一路念佛已經在修止了。

聽眾：念佛三昧囉！

羅公：是，止就是三昧了。

聽眾：那個散心念佛呢？散心。

羅公：你不是入定就散心了，你又在定，修止觀的時候念，又已經得輕安，在輕安裏

面見到佛像那樣念，定心念佛，其餘你坐在那裏都是假的，都是散心。

聽眾：如果你說口念，查實那個口念就什麼都會講、會念，但是那個心就飛了去別

處，是嗎？

聽眾：這樣就是散心。

聽眾：是嗎？

羅公：會的！會的！即是細路哥唸書……

聽眾：是呀！

羅公：先生叫它念書，我心就想要去打波。

聽眾：是呀！譬如我一部經在那裏，我可以背了，合上它，但是那部經我背得出，但

是我的心可以想要別的東西。

羅公：是呀！會這樣的。

聽眾：是呀！自己知道，我有經驗。

聽眾：即是那些人說唸口簧，是嗎？

聽眾：就是囉！但是你說觀想念佛就不同了。

羅公：觀想就一定想的。

聽眾：你一定將心放進佛像那裡。

聽眾：集中。

聽眾：是呀！如果你持名，我可以那個口就阿彌陀佛，

那個心就想去打他一巴掌。

聽眾：那個口就阿彌陀佛，心就罵那個工人，罵那個工人。

聽眾：你真是衰了！煮飯煮 了！這頭口就講阿彌陀佛，那頭即嘿！一會又煮 飯燶 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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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7月 1日。

羅公：所緣已經講了，是嗎？現在講「善巧所緣」。

佛家有一種東西叫做「善巧」，善巧譯作英文就譯做 skill，skill。即是說，這種

東西不是真理一定是這樣的，是佛的一種什麼？是用一種巧妙的手段來引人入勝而

已，就叫做善巧。善巧是怎樣？普通這五種善巧，就將這個現象界，即是將有為法總

括起來。有為法很多的，現象界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動物植物，無數那樣多的，

雖然這麼多，總括來分就分作五大類就叫做「五蘊」了，這樣分來做什麼？分做五蘊

有兩個作用的，第一，印度其它各派都是主張有個永恆不變的靈魂的就叫做「我」，

叫做「我」，英文就叫做什麼？ego，是不是 ego？是嗎？

即是自我，佛就反對有個自我的，反對有個自我的，認為都是眾緣和合而已，沒

有一個永恆不變的自我的。這樣你想說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自我，你憑空說沒有的、

沒有的也不行的，你就要講理由，於是就先將我們的人身，你所謂一個人，你說叫做

「我」，譬如這個人叫做「我」，哪裡有個「我」？你所謂你的身體，你的所謂

「我」將它分析，就分析出五組東西而已。

第一類就是物質，物質，現在我們所謂細胞，內有五根，外有五塵，內有五根即

是眼、耳、鼻、舌、身，五根，五種器官，外就五塵，五根之外是什麼？色、聲、

香、味、觸五種東西。除此之外，除了五根五塵之外還有一種東西叫做什麼？我們的

五根的身體就是什麼？現在科學家說那些什麼？微粒子造成的，電子、質子，那些叫

做「法處色」，總共十一種東西造成的，十一種東西合起來就叫做「色蘊」，「色

蘊」，即是物質，「色」即是當物質，物質那類東西，這樣就一類了。

第二了，「受蘊」，你整天說有個我，我現在又受苦了，我現在又受快樂了，這

個「受」是什麼？是一種精神作用，一種是作用來的。「受」， feeling，一種是作

用來的，「受蘊」，精神作用之一。想蘊、想蘊是什麼？我們認識外界的東西，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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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外 界 的 東 西 取 它 的 形 象 進 來 ， 那 種 取 像 作 用 ， 即 是 構 成 一 種

impression，impression，由 impression 再構成一種什麼？構成一種 idea 或者構

成一種 concept，是不是這樣？第一步就 impression，在第二步就是 idea，第三

就是 concept，這些 impression、idea、concept，這類東西就叫做想蘊。

現在人人以為「想」就是胡思亂想，沒有這麼簡單的！這幾種東西，「行蘊」，

我們的意志，will，will，will，與其他的一切心靈作用，叫做「行蘊」。「識蘊」，

認識的「識」，我們有認識力的，有明明了了的辨別力的，這種辨別的力就叫做「識

蘊」。所謂「我」者，分析起來就是這五堆東西，離開這五堆東西根本你找不到那個

「我」的。沒有的，這個「我」是沒有的，為了破這個「我」，這個我執，所以就講

五蘊。是嗎？這樣是不是一定要五蘊的？整夠六蘊行不行？其實這五蘊在當時就合

適，現在就不對了，其實所謂五蘊實在只有兩蘊而已，色蘊就是物質 material，是

嗎？

受、想、行、識這四蘊是什麼？都是心靈而已，都是 mind，都是心靈的作用而

已。這樣其實就即是只有兩蘊而已，哪裡要用五蘊？不過是特別強調，將那個「我」

來分析就整了五種那樣解，是嗎？所以不一定是五蘊的，你歡喜整它縮為兩蘊可以。

或者就整夠三蘊又得，四蘊都得，五蘊不夠整六蘊、七蘊行不行？都可以！何解？這

些名目假立的而已！不是一定非這樣不可的。這樣假立，什麼叫做假立？好像我們的

地圖，是嗎？我們的地圖將這個世界這個圓形的世界劃分成幾多度？180度是嗎？什

麼？

聽眾：360度。

羅公：什麼？

聽眾：360度。

羅公：是嗎？360度是嗎？沒錯！東經 180度，西經 180度，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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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將它來分經線，將地球來切開、好像切開，切開 360份，360份，就好像切

瓜那樣，你切夠四百塊都可以的，是嗎？或者不對！我不切這麼多，我只是切夠二百

塊都可以的，不是真是有個上帝將地球來整 380條經線的，全部是科學家開會的時

候假立，假立，假定的。假定是，為何要假定？不假定行不行？假定是一種善巧，一

種 skill，因為何解？有了這三百六十條經線，那些航海人去到那裏就他可以告訴我

們，我現在去到東經的經度幾多度，南的緯度多少度，北的緯度多少度，一講就知道

他在什麼地方嘛！天文台報告某某風姐在東經幾多度，西、北緯幾多度在那裡集結，

如果沒有經緯度就搞不定的！所以那些科學家大家開會的時候就假定，假立那個地球

有 360條經線，有幾多條緯線，全部是假立的。將這個有為法，將我們的生命分做

五蘊是佛當時的假立而已，不是、不是非如此，有很多人就以為非這樣不可，世界上

沒有非這樣不可的，是嗎？沒有的！世界上沒有非這樣不可的，是嗎？

以前我們的阿嫲(祖母)要紮腳的，以前我們的阿 一定說非這樣不可，她說女人嫲

不紮腳是賤格的，我親自聽阿 這樣講的。那些大腳的是賤格的，大腳的女人不能夠嫲

做正室的，不能做正老婆的，大腳的只能夠做妾侍，舊時的人就是這樣。那些小姐們

那隻腳，那隻鞋真是可以著落碟的！像我們阿 ，那隻鞋這是這麼大隻而已！你說放嫲

落豉油碟就不行，一隻茶杯碟，成對擠落茶杯碟沒有突出來的！那對鞋呀！這麼小

的！她說天經地義的，如果我不纏腳就賤格了！這些叫做什麼？這些叫執著，叫做法

執了，這些叫做法執。那些人說一定要五蘊，其實六蘊、七蘊、八蘊都可以！是嗎？

108蘊都得，無所謂，都是假立而已！這樣假立也不是亂來，要怎樣才便利。整個六

蘊、七蘊是不是便利一些？抑或是麻煩一些？麻煩就不要，便利就更加好，就是這樣

假立的。所以叫做「方便」，是一種方便善巧，「方便」者，即是手段，skill，一種

……

聽眾：停了它。

羅公：這樣先將我們的生命就分成五蘊，五蘊大家識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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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裡最難識的，最難識的就是「行蘊」，我思疑(懷疑)你們很多人搞不定「行

蘊」。「色蘊」，第一個「色、受、想、行、識」，「色蘊」很容易搞的，將我們的

身體，將我們的個體，我們的 individual 分作五類，第一類叫做「色蘊」，「蘊」

字即是一堆，一堆，一蘊即是一堆，「色蘊」即是這一堆物質。「色蘊」是五種，五

種神經，叫做「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眼根」即是視覺神經，

不是那隻眼，這隻好像豬眼核那樣的不是眼根，在裏面的那些神經才是眼根，這個整

隻好像整個球那樣的叫做「扶根塵」，記住，「扶根塵」，是「塵」來的，「塵」即

是那些外面的東西，用來輔助五根，用來載住那個「根」在裡面的叫做「扶根塵」。

現在看明朝的那些人的著作，「扶根塵」就真是笑話了，叫做「扶塵根」！真是

笑話了！那些人抄錯了，他說我們根有兩種，一種叫做「勝義根」，即是我現在說的

五根，第二種叫做「扶塵根」。這樣已經「扶塵根」這三個字已經是外行了。你說：

那些是大德！大德就沒有外行嗎？即是等於現在說，這麼老了，老人家！老人家就不

會錯嗎？是嗎？

明朝的大德也是錯的，憨山(1546-1623)、蕅益(1599～1655)那些一樣是錯的！

漸漸地那個「扶」字，fu fu fu的聲就與「浮」字同音了，就「浮塵根」了，更離

譜！你查一查《佛學大辭典》，查「浮塵根」三個字，你一陣去查一查，其實就是

「扶根塵」。那些人抄著抄著就抄錯了！於是一路錯下去。這樣就是五根，即是五種

感覺神經。內有五根，外呢？就有五塵，即是五種境界，五種對象，五種對象是什

麼？你讀給我聽？「色」、眼所見的顏色，這個「色」與那個「色」不同的，同是一

個字不同解的，這個是 colour，這個是 material，「色」，「聲」、聲音，

「香」、鼻根所對的香，「味」，舌根所對的，「觸」，我們的知覺、那個觸覺神經

所對的境界。「觸」，外面就有五塵，這樣有十種了！

還有一種東西，叫做「法處色」。這個「法處色」根本用我們的五根是接觸不到

的，十二處之中它屬於「法處」裡面的，「法處色」。「法處色」主要就是什麼？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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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現在叫做微粒子，電子、質子那些，「法處色」，沒有人見過電子的，誰的眼見

過電子？又沒有人摸到電子的，都是我們的什麼？都是用意識去了解而已。那些叫做

「法處色」，那些叫做極微。所謂物質不外是這麼多而已。還有一些叫做什麼？其他

的我們不用理它，叫做「定果色」，「法處色」還有這個叫做「定果」，不是眼見

的，你入定，入定的時候，忽然間在定中見到一片紅光那樣，你當時不能叫做，不能

算五塵之一的，何解？

是定中的意識看到的，譬如我們在定中見到成個阿彌陀佛現形在那裏那樣，這個

在定中所見的阿彌陀佛，既不是五根也不是五塵，如果你說：我見到！見到你也不是

用眼見，用眼見就是顏色，是你的意識見，不是用五根見到的，所以不是五塵。你定

中所見的阿彌陀佛是「法處色」。好了，這十一種東西就叫做「色蘊」。我們就容易

識了，是嗎？第二了，「受」、「受」者，我現在覺得苦！就叫做「苦受」，我現在

覺得很快樂就叫做「樂受」了；我現在不覺得苦又不覺得樂，沒有什麼，那些叫做

「捨受」；不苦不樂。「受」有三種，「受蘊」，這樣「受蘊」有三種。「想蘊」，

我剛才講，想者，一種取像作用。

我剛才講過，當我們知道一種東西的時候，譬如知道有一個人在，一看，看到，

譬如我在街上碰到他，一眼看下去，這個人，這個是印象，是嗎？這個印象

impression 了，這樣，跟住第二，這個人是相當熟的，這是什麼人？起作用了，

哦！這個是在我這裏聽課的，同時整收音機的，即是成為一個什麼？ idea 了，觀

念，idea 了，有一件東西那樣，然後，她是女人，或者他是善人或者是惡人，或者

是什麼，一路將它來給 concept，給它概念了。

三部曲的，印象、impression 印象，由印象變為觀念，是嗎？idea 觀念，然後

概念，概念，概念，concept，concept，英國人叫做 concept，中國人就譯叫做概

念，在佛經裏面沒有概念這個字的，那就怎樣？佛家叫做「名言」，佛經裏面的名

言，名言就是概念了，concept。這樣就是「想蘊」。「行蘊」，現在我的目的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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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行蘊」是什麼？字典裡你會個個字你都識，但是為什麼這樣搞法？你就會矇查

查(糊塗)的，你知不知道「行蘊」？

聽眾：不清楚。

羅公：「行蘊」不是只是「行蘊」那麼簡單，行為即是意志力而已，普通解就是這

樣，實在裏面包含，「行蘊」就是行為這樣解，實在它初期是這樣，漸漸地就

包括了很多東西。正行。

「心」者就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與這

八個識相應一起的，相呼應而起的，那些那樣的行蘊，這即是什麼來的？心相應的行

了，「心所」，什麼叫做心所知道了？是嗎？「心所」記不記得？你記不記得？每一

個識的那些特殊作用。「心所」普通有五十一個，是嗎？這五十一個心所之中，其中

包括一個叫做「受」一個叫做「想」，是嗎？

我們已經將「想」與「受」抽了出來，「想蘊」就叫做，「想蘊」就抽了出來叫

做一「蘊」了，叫做「想蘊」的，把那個「受」抽出來叫做「受蘊」了，這樣五十一

個心所就剩下四十九個了！是嗎？這四十九個 total 加起來就叫做心相應行，即是說

什麼？你數：心相應行裏面包括，遍行心所有五個，除去想與受，三個，觸、作意、

思三個，是嗎？還有別境了：欲、勝解、念、定、慧，定、慧等等這些，三個加五

個，八個了，是嗎？

好了，還有善心所了：「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進、輕安、不放

逸，行捨、不害、尋、伺，」這裡九個。四十九個加起來的總和叫做「心相應行」，

與我們那八個識相應的，一齊起的，不能夠獨立起的，「心相應行」。即是你們整天

講的什麼貪、嗔、癡整日念，「往昔所作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你就念，原來

這個「貪、嗔、癡」就是「不相應行蘊」來的。還有些人說「大慈大悲憐憫眾生」，

大慈大悲是什麼？慈與悲還不一樣是行蘊！是嗎？慈是什麼？無貪，慈即是無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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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即是不害。

好了，記住，要記的，你打算出來講要記的，你記不記得？記一下吧！你呢？你

那個後生女呢？記不記得？記一記吧！你們學多些這些對你會有用，因為你們後生，

你肯學，佛家這套東西，你真真正正學佛學，好像入去寶藏裏面那樣，豐富到極。到

你晚年，你一學學到，又能夠肯靜坐一下，沒有怎樣作惡，你就真是好像在極樂世界

那樣了，六祖說：不用生去那邊的，你安安樂樂地，頂天立地那樣做個好好的人，就

已經在極樂世界了，我都有這樣的感覺，我老婆說我整天醃尖腥悶(挑剔)，這裏又說

不好，那裡又說不好，我就不是，我現在好像在極樂世界那樣，沒有什麼不快樂的，

有什麼不快樂的？

聽眾：你太太就醃尖腥悶(挑剔)來給你享受嘛！

羅公：不是，她未曾到家沒有辦法。

聽眾：別人整了給你享受你還說別人不到家！

羅太：我不整讓你自己整，我看你怎樣嘈！

聽眾：減少了你的煩惱了！減少了你的煩惱了！

羅公：她也給了相當麻煩給我的！相對而已！事情都是相對的。是嗎？

聽眾：不煲茶，等你茶都無得飲！

羅公：養兒子，養兒子都很快樂，但你要給他很多，欠他很多的！要給他很多東西

的，是嗎？

相對的，你了解這些煩惱相對的，你就平伏了。你讀一下莊子的什麼？「鷦鷯巢

樹(林)，不過一枝；」(鷦鷯巢樹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幼學瓊林．

卷四．鳥獸類》)大鵬鳥就說要飛到很厲害(很高)，「鷦鷯」那些雀仔，牠在樹上有一

支樹枝給它蹲在那裏，牠已經很滿足了！給牠個大花園給牠又如何？牠蹲也是蹲「一

枝」而已！「鷦鷯巢樹(林)，不過一枝；」「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

腹。」一隻那些小老鼠牠在河裏面飲水，整條何給你又如何？你能夠飲完嗎？你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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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飲滿了肚子，如果每次飲河水都是飲飽個肚了就已經很好了，好像龍扯水嘩嘩的

又怎樣？

你是老鼠仔如果沒有人捉牠的時候，你以為你是鯨魚就好過老鼠嗎？並不好過

的，一樣有人捉的！鯨魚一樣有人捉牠的！老鼠就固然被人捉了！鯨魚一樣被人捉

的。所以有人漸漸地你就怎樣？「無往而不自得」，每去到什麼地方，一樣是那麼舒

適的。我覺得好好，我都不用，不太想去極樂世界，我現在不是很好？是嗎？最低限

度我在這裏講課都有人聽，極樂世界哪裡輪到我講！沒有了嘛！阿彌陀佛、觀音菩

薩，什麼都被他講清了！你都聽他們講了！所以六祖講：真真正正地做好人，將來你

學佛學到這麼上下，做人對於人情意味滲透些，讀下儒家的書，尤其是讀一下《論

語》那些，人生就好像滲透那樣。

聽眾：不如你講一堂給我們聽。

羅公：什麼？《論語》何須？

你得閒將我那本書來讀一下，世界上的書，我認為《論語》比《聖經》還好，新

舊約都不及《論語》好，因為怎樣？他們太過超越走了去神化，《論語》就直情是人

化，把人生滲透了，這些就當別論，來講了。一節是這樣。還有一種是「心不相應

行」，與那個心，與我們那八個識不是一齊起的，「心不相應行」。「心不相應

行」，「心不相應行」是哪些呢？即是那些什麼？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這種東西的，

沒有的，不過我們為了便利就將那些五根、五塵、法處識與那些心所，與將這些活動

的情況，將它來分成一個二個 occasion，明不明白？「不相應行」就是一種

occasion來的，將那些 occasion 來分類，普通就分出二十幾類，有些分作十幾

類，有些就分作二十幾類，這樣就叫做二十四種「心不相應行蘊」。

舉例，我都不記得哪二十四種了，普通分二十四種，第一種，我舉幾個例，

「得」，「不相應行」第一種叫做「得」，世界上是不是有一種東西叫做「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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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說，我現在去找份工，想去找份工做，見一下這個也不得，那個又不得，這個都

不(聘)請我，那個又不(聘)請我，我今天見這個老闆，得到了！這樣就叫做「得」，

是嗎？並不是有個東西叫做阿「得」，是嗎？

是一種 case 來的，是一種 occasion 來的，即是叫做什麼？特殊的情況，特殊

情形，往日不得是一種特殊情形，今天得又是一種特殊情形，沒有實質的，叫做

「得」。「不相應行蘊」了。阿某甲生了一個孩子了，某某先生就生了一個兒子請滿

月了，生，什麼叫做「生」？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叫做「生」的，即是說什麼？所謂

生孩子，這個世界有一個嬰兒本來都未出世，現在生出來了，這樣叫做「生」。

在這種特殊的 occasion 之上假立一個名稱叫做「生」，是嗎？本來你沒有瘡

的，現在忽然間紅紅的整粒生了出來了，那就叫做生瘡，其實離開那個身體根本就沒

有一種東西叫做「生」，是嗎？所謂「生」就是那個瘡標出來。生，那棵禾生了，即

是說它標出來了，就叫做「生」，離開那棵禾，哪裡有一種東西叫做生？即是「生」

是假法。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老」，人樣樣都一路一路衰退、變化，這種衰退

的情況我們改個名叫它做「老」，都是假立的東西，並不是與我們的識一齊起，互相

好像慈悲、貪、嗔、癡那些，不是這樣相呼應的，而是一種假立的東西，「老」。

「住」，我現在住在那裏，我現在停在那裏，什麼叫停？那個叫做 stay，住，

停在這裏，怎樣叫「停」？它不動就叫做停了，只是一種情況而已。死了，你碰到的

那個叫做無常。死了，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無常」，他的生命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要釘蓋了！那就叫做「無常」，是嗎？無常，一、二、三、四、五，「數」了，

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數」的，你現在去大學到拿到一個數理的哲學博士，以為

學了很多年，你學了這麼多年，學了一堆假東西，學了數，數是什麼「數」？

譬如數的最基本就是這樣，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

嗎？什麼叫做一？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一」，所謂「一」者是作為一些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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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它沒有別的，孤零零的，我們改個名叫它做「一」而已。哪有一個東西叫做

「一」呢？是嗎？即是假立的，所謂「一」者即是什麼？很多個之中整一個出來我們

就叫做「一」，如果不整出來就不要做「一」了，叫做「多」了。

一、二，同一樣道理，二也是，三也是，四也是，都是假立，這是有數目就叫做

假立，其餘沒有數目的呢？你用什麼？代數的時候用 a、b、c 這些代替，又是數，

是嗎？難道一定要一、二、三、四才是數嗎？a、b、c、d 都是數來的！a、b、c、d

固然是數，還有，譬如這樣，一加二就等於三，是嗎？這個一又是「不相應行」了，

是嗎？二也是「不相應行」，三也是「不相應行」，這個「等」都是「不相應行」，

等、不等都是數來的，是嗎？

整個加起來這個叫做方程式，是嗎？整個方程式不也是一個數嗎？而同一樣的道

理，你在香港學過，我們六十年前學的，現在我看看還記不記得，譬如什麼？a 加 b

的二次方，等於 a2，不是！是不是這樣？等於 a2 次加 2ab，是嗎？加 b2 二方，

是不是這樣？有沒有錯？沒有錯？記不記得？你們些新鮮熱辣的，你有沒有學過？那

個細路(孩子)？你識不識？(a+b)2，等於 a2+2ab，((a+b)²=a²+2ab+b²)有沒有

教？我 60、55年之前已經學了，我算好記性了，現在還記得。你有沒有學過？

聽眾：學過。

羅公：這些是什麼？這些就是數。是嗎？數來的！

再複雜一些的，有些很長的就是什麼？都是數。那些物理學的公式，physics 那

些公式，那些 formula，chemistry 裏面的那些 formula 統統是數，是嗎？都是

數，這麼多，一個字就叫做「數」，「數」是什麼來說？「心不相應行法」。所以你

不要以為那時「心不相應行法」是假東西！沒有用！現在我們去月球，將來去月球度

假都可以！不用太久！都是靠什麼？都是靠這些「心不相應行法」，那些人在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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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頓發明的三大定律是什麼？搞來搞去，他老先生就整了一套、發現了什麼？就

是發現了一套「心不相應行」！三套「不相應行」，三條「不相應行」的公式出來而

已！「數」，這樣即是說數是假的。「時」，時間，人人以為有一種東西叫做「時

間」，在佛家來看，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叫做「時間」，何解？

當這些延綿不斷的時候，我們在一種延綿不斷的狀態之上假立一個名目，說這些

叫做「時間」，即是一個人，由他出世的那一日起，一路計到九十歲都不死，我們就

說他：此人 90歲了！其實沒有一種東西叫做 90歲，所謂 90歲者，即是由他出世的

時候起，一路計到現在他 90歲生日的那些日子，在他這種生命連續、連續這種狀態

之上，假立一個名稱叫做 90歲。聽不聽得明白？假立，時間是假立的，一個人幾十

年是假立的，世界上幾多萬萬年都是假立的。是嗎？修行修了三個無量劫才成佛，三

個無量劫還不是假立？是嗎？

既然是假立的，何需執著它呢？是嗎？還有，既然是假立的就沒有絕對性，所以

那個什麼？漢鍾離是嗎？那個誰？給一個枕頭誰枕？是不是呂洞賓還是哪個？我都不

記得了，不知是呂岩還是哪個？是一個修行的人，道士，煮飯請他吃，用那些什麼

米？那些小米，那些叫做黃粱，黃粱是不是小米？用來整，外江佬(外省人)用來整糖

水的那些黃粱，小米粥那些，黃色的那些。

聽眾：高粱。

羅公：高粱。

那些黃色的高粱叫做黃粱，他用那些黃粱來煮飯給他吃，這頭落了米，那頭他說

你先睡一下，我給枕頭你枕一枕。他枕住那個枕頭，他這個一定會催眠術的，就去睡

覺，在那裏他做了個夢，他考試中了狀元，中了狀元跟著又派出去做主考，又做這又

做那的，又做總督，做到差不多最後拜相，拜相之後，後來犯了事，幾乎被皇帝拉他

去殺頭。一驚醒來，原來是一個夢！誰知發完一個夢就已經過了幾十年！那煲黃粱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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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還未熟！即是說什麼？時間根本無絕對性，假的。何解無絕對性？因為它是假

的。是嗎？所以我說，你們後生仔後生女，你一了解你會很快活的，好像整個世界在

自己的肚裏面，會這樣的。「時」，時間是假的，是嗎？「方」，「方」即空間，

東、南、西、北、上、下，這些叫做「方」，「方」是假的，我們現在說：極樂世界

在西方，這樣說，剛好有一個世界在極樂世界的更西面的，它要怎樣？它說東方。 

-完-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