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方，這樣說，剛好有個世界、極樂世界的西面又更西面的，它要怎樣？他要

說東方：「從是東方過十萬億佛土。」因為確實是西面嘛！極樂世界在這裏，釋迦佛

在這裏，這樣就說要「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個世界了。如果剛剛有一個如此這般

的世界講佛說法的時候又要怎樣？「從此東方過十萬億佛土」了？「有世界名極樂」

就要這樣了，沒有固定的，沒有絕對的，不是 absolute的。都是什麼？relatively

的，都是相對的。相對的就是假的，空間就是假的，什麼叫做「空間」？那種什麼沒

有的就叫做空間，就是空。你以為這個世界真是就是一個空間，一個大罌？

牛頓呀！是牛頓那種人就是這麼怪，牛頓的思想這樣的，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個大

罌來的，裏面所有的人類、星球全部在這個大罌裏面活動，所以活動是絕對的，運動

是絕對的。什麼叫做絕對？這裏一秒鐘幾時都是一秒鐘，一秒鐘就是一秒鐘，一萬年

前的一秒鐘與現在的一秒鐘是相等的，一萬年後的一秒鐘都是這麼多的，都是一秒

的，絕對的。何解？何解會這麼執著？因為他執著那個時是實有的。再執著那個空間

是實有的，每秒鐘走幾多速度，執著有個絕對的時間，絕對空間，他就是不夠聰明。

不夠二千幾年前佛家的那些人聰明。

二千幾年前就知道時間、空間都不是絕對的，不是絕對是什麼？相對的，哪用等

到愛因斯坦出現才知道？知道是相對的？這樣是相對，時間是假的。我不是講過一件

故事？這個故事是誰講的？愛因斯坦就作了一本書，總共十七頁，叫做《相對論》，

是嗎？世界上會解它的約莫有七個人左右，當時世界上能夠解得通那篇論文的，當時

說有七個人，其中有一個是英國的羅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

1970)，Russell，現在不是有條 Russell街？

聽眾：羅素街。

羅公：什麼？Russell。十年前死的。這樣 Russell，Russell 是研究數學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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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教數學的，他就覺得他的相對論很了不起，別人不識讀，那怎麼

辦？

於是他寫了一本書來做相對論的入門，那本書的名字叫做《相對論

ABC》，ABC即是入門那樣解了。《相對論 ABC》講時間是相對的，空間是相對

的，何解時間是相對的？因為時間是假立的，既假立，長短就可以你自己定。那麼何

解要說時間是相對呢？例如，我們地球上有一個人，如果將來我們發明了一種火箭，

這個人坐了進火箭裏面一路飛，飛到另外一個星雲，另外一個星球，另外一個星雲，

那個星雲就成日轉動的，我們這個星雲大概六十、六十年就轉一個圈，地球就一日轉

一圈，地球繞住日球(太陽)就 365日，是不是 365？整個太陽系那樣轉，就 60年旋

轉一圈，如果越轉得快，那個空間就越小，轉一個速度速的，不是！轉得快的那個空

間越小，縮，如果轉得慢那個空間是膨脹的。所以如果坐了火箭，比我們的地球快幾

多千倍轉動的星雲，這樣它那個時間就不同了，它的時間一點鐘可能等於我們一千幾

百年了，因為它那個星雲轉動的快，即是越快那個時間就越見使(耐用)，越慢的時間

就越拖得長，如果有一個人他坐火箭去旅行，去另外一個星球旅行，另外一個星球，

那個星球比較我們現在的這個星球、星雲是快過千倍的，這樣，這個人如果他有兩支

鳥槍，打獵的槍，他新買了兩支鳥槍，這樣他旅行的時候那一支去，剩下一支在家

裏，坐火箭去到另外一個星雲，去到住了一個禮拜他才回到這個地球了，他就想回來

了，於是又坐火箭又回到地球。總共一個禮拜而已！是嗎？

回來了，回到家裏，回到他的鄉下，就想找回自己的家，全部不同了樣子！那些

建築物已經完全不同了！就問人，某某人住在那裡的，地方是怎樣的，沒有人認識

他！沒有人認識某某人。這是某某地方，是呀！是這個地方，但沒有人認識這個人。

再查，查問那些老人家，有！從前有過這個人，一百幾十年前就有這個人，這個人早

就沒有了！這個人從前他在那裡住的，你找他？問有哪些人在那裡住？有些新人在這

裏住，全部都是年青人，問起來都是與他同姓的，是他的曾孫，是他的塞(曾孫)，原

來那些住的人是他阿爺的老爸，一個星期而已！他去到坐落之後，拿住那支獵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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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那支獵槍還是新的，一個星期而已！他想找回以前的那支，找來找去在儲藏室找

回那支舊的鳥槍出來，生鏽生到已經穿了、爛了！那些鋼鐵，所以應該照道理是這

樣，因為時間與空間都是相對的。所以時間與空間都是假的，相對的。

其實我們佛家這套，我們不要太自誇，不過我們佛家略略懂這個道理。我們人間

一日等於，不是！我們四大天王天的一日，等於我們在加拿大五十年，即是說什麼？

時間是相對的，忉利天一日約莫等於我們一百年，如果你今日死了，你的中陰，你的

中有七日然後才生去忉利天(Trayastri a)ṃś ，七日，你的中有，你的中有即是忉利天

的中有，忉利天就一百年等於我們，不是！一日等於我們一百年，它七日，是嗎？

聽眾：七百年！

羅公：然後七百年後你在忉利天出世，加拿大的今日起，七百年後你才在忉利天出

世，即是你的中有遊遊蕩蕩，蕩了七百年。是嗎？

如果你一出世即刻就回來再看看家裡，恐怕什麼？你的曾孫、玄孫都已經落葬

了！是嗎？佛家懂得這個道理，所以無著菩薩在《攝大乘論》裡面就告訴給人聽，你

想成佛要修行，修行什麼？三個阿僧祇劫，三個無量劫，你不要害怕，你只要肯努力

精進修行，時間長不緊要的，於是就有一首偈就勸你們的，那首偈，不錯的一首偈，

《攝大乘論》的偈。做一年的夢，醒來就是黃粱一夢。「寤乃須臾頃」，當你醒來，

實在是一會而已。所以時間是不確定的，不是絕對的。「故時雖萬劫(無量)，攝在一

剎那。」在極樂世界一剎那，可能你在這裏就過了一年都說不定。

那個印度有一個這樣的傳說，無著與世親、師子覺是三兄弟，是嗎？大家都念彌

勒佛，求生兜率天，約定誰先生了去一定要回來報告給我們聽，將兜率天的情形回來

講給我們聽。大家修行，最初，師子覺就先死了，最小的就先死了，死了就生去兜率

天，就生去了兜率外院，在那裡不知幾好享樂，說他都忘記了修行，這樣就當然沒有

回來報告了，忘記了，隔陰之迷了。後來沒多久，那個世親菩薩也死了，世親菩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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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也是生兜率天，就生了去兜率內院，生了內院之後，很多年都不見他回來，無著菩

薩就以為，啊！這個怕也是無得生都說不定了！誰知經過很多年之後，很久，世親菩

薩就直情出來見他了，用天身，很靚的天身來見他，不是生前的樣子了。來到當然叫

他做阿哥，我現在回來見你，向你報告我已經生了兜率天了！見到彌勒菩薩了。那個

阿哥就說：為何你如此之久才回來報告的？我以為你沒得生了！他還說：你的小弟怎

樣？可有得生？他說：你不要以為我慢，我一去到就向彌勒菩薩頂禮，彌勒菩薩對我

講了兩句話，你來得好了！你來這裡，善男子！你來這裡。我即刻對彌勒講，你加被

我，等我回去報告我阿哥。好吧！你回去吧！我就回來了！講了三句話左右我就回來

了，原來這麼久？即是說怎樣？兜率天的一日等於我們超過一百五十年以外，大概三

百年左右。在彌勒菩薩的內院的一日等於我們三百年左右。一會已經搞到不得了！是

嗎？他又問他：你的弟弟又如何？他說：弟弟在外院不知幾爽！又妻有妾那樣，不知

幾享受，他都忘記了！這樣搞法。

於是那些淨土宗的人就抓住這一段故事，說你們念生兜率天就不及生極樂世界

了！極樂世界就不會有這些東西，去就去了，怎會走了外院樂不思蜀呢？你兜率天一

下不小心就整了去外院就不得了囉！淨土宗的人就整天拿著這件事情，這件事都未必

是可信的，而且原因就是這樣，可能師子覺確實他不到家就不行了，不是說這個好不

好的問題，而是你修得不到家，即是等於你念西方極樂世界，你個個臨死都能夠一心

不亂嗎？剛剛他臨死的時候他發惡，發脾氣，臨死的時候發脾氣就一定不能去的。

生天也不行，做人也不能，有這件故事，舊時印度有一個轉輪王叫做阿育王，是

嗎？A okaś ，阿育王，印度最維護佛法的皇帝，印度的皇帝幾好都不及得我們唐太宗

那些，A okaś 都不知殺了多少人，印度的皇不好。A okaś 供養很多法師，起很多，八

萬四千舍利塔，功德很大。誰知他前生宿業，他臨死的時候，老的時候，老、病多，

不能夠自己執政行政，就要授權給那些兒子，誰知那些兒子就專權了，將父親放到一

邊，享受就由得他去享受，但不給他說將來布施，兒子就不喜歡父親布施那些佛教

徒。他想布施，有一個和尚去探望他，他剛剛吃剩下半個橙，什麼都沒有，我身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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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皇帝，天子，我現在我所能夠做主宰的就是這半個橙了，想多拿一個都沒有，我唯

有將這半個橙布施給你，沒有了，我無東西了。有這回事的！結果這個和尚就將它拿

回去那間寺院，一千幾百和尚，他將半個橙用個大缸舂爛它， 水下去，一人分一冲

杯，一人分一勺來飲，有這回事的。你不要以為，阿育王死就是這樣了。

他死的時候呻吟就不舒服，還未死，有一日，天熱得緊要，他病得重了，有個妹

仔，那個丫頭，她要搖扇子的，搖著搖著，那個丫頭打瞌睡，拿著一支棍子、拿著一

支羽扇打到阿育王那裡，如果平時拿著一支棍子打到皇帝處，頭就固然沒有了，還不

知如何死法！不知如何辛苦。打到他那裡，被她一打，自己想起，我以前做皇帝，現

在做太上皇，現在都還是做皇帝，不過大權旁落。

當我盛行自己抓權的時候，那些小國的國王個個都要在我的腳下替我洗腳，吻我

的那對腳，現在就被那個丫頭打了我一下，原來沒有了權是這麼慘的！很生氣，一嬲

就氣頂，因為貪嗔癡心一起就不能生善道，一定生惡趣的，以他這麼大功德都要生惡

趣，做畜牲了，做畜生就做龍，做龍，龍都是畜生來的！做龍，龍就要怎樣？龍就不

食齋，要食葷，一條龍一天都要吃那些小魚的，現在那些大魚，鱷魚都是龍之一種來

的，一條鱷魚吃了幾多牲口！牠天天要吃很多魚。

有一個他生平供養過的阿羅漢就有天眼通，看到阿育王投生做龍，就走去龍潭那

處，這件事是不是我不負責的！不過依書講給你聽，是嗎？他去到那條龍那裡，去到

龍潭處，那條龍走了出來，就覺得他特別很親切，就是前生見慣過的，第二世都是親

切一些的，這條龍很有靈性。於是那個羅漢就叫他一聲：大王！你每日殺這麼多生，

你小心呀！你現在已經落了惡道了，你還是這樣，你留意了！

講完之後那個羅漢就走了。那條龍有靈性的，聽了就知道他講什麼，就不吃，不

吃魚了，這樣就營養不夠了，沒過多久那條龍就死了，死了就生天。有這樣的故事，

身為阿育王死了都還要做一世畜生來過渡，好彩就做龍，還有好彩那個生平供養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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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漢，不然他做了龍殺這麼多生，做完龍後，怕是貓也輪不到他做。是嗎？現在做

大魚很慘的，一口吸幾多少小魚？好了，break的時間到。

無我，佛家整日說無我，如果你知道那個我是假的，是「不相應行法」，你就不

是執著了。如果你執著有個實的「我」，這是「遍計所執性」，如果你知道這個我是

什麼？五蘊和合的假體而已，好像汽車，是幾十個零件合起來就是一部汽車，當你執

著有一部實的汽車永恆不變的，這個就是傻仔，這是「遍計所執」，如果你知道這個

汽車都是零件砌成的，是一種假的，假體來的，假的東西，這樣這個汽車就是「依他

起性」來的了，就不是「遍計所執性」了。如果你執著那個我是實的，是永恆不變

的，怎樣叫做實？一的、常的、就叫做「實」，執它是整個的、不可分割的，一，常

的、永恆的、不變的，含有一、常的性質，叫做「實」。

普通執那個「我」，有一個「我」，有一個「一」的，整個不可分的，永恆不變

的一個主人翁，佛家說無我就是說無這個我。至於說這個五蘊和合的假我，是「不相

應行法」來的，是一個假體。這是任你怎樣說都可以的。叫做「我」又得，叫做什麼

都可以。假我。那個我也是「心不相應行法」。不過佛家普通就不用那個「我」字

的，不過「我」亦都是那樣解的。

「速」、「勢速」，佛經裏面經常有「勢速」這個字，「勢速」即是什麼？「勢

速」即是 speed，快，速率。「同」，這兩種東西相同，世界上哪有一種東西叫做

「同」？兩種東西相同的時候我們假立它們叫做「同」。「異」，這兩種東西不同

的，什麼叫做不同？兩種東西看起來都是離行離迾的，不相似樣子的，我們假立叫他

們做「異」而已。這些這樣的通通就是「心不相應行法」了。科學上的定律是什麼？

「心不相應行法」而已！

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一切定律都是「心不相應行法」，你就不要以為我學佛不

要「心不相應行法」這些東西，切勿不要，「心不相應行法」很有用的。《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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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十萬億佛土」這個是什麼？「十萬億」不就

是「心不相應行法」？是嗎？這樣就四種了，識解了？「行蘊」。識不識解？「行

蘊」識了？兩種，「心相應行」、「心不相應行」，合起來就叫做「行蘊」。「識

蘊」，認識的主體了，一種認識力了。

小乘人就說有六個識：由眼根發出來的識叫做「眼識」；由耳根發出來的識叫做

「耳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就六

個識，大乘人就說不是，不止，六個識之外還有一個第七的識叫做「末那識」，第八

的「阿賴耶識」。八個識，這個「識」是認識的總體。八個識走到一堆，或者六個識

走到一堆，就叫做「識蘊」。將我的那個「我」，就是將我的生命來分析只是六堆、

五堆東西，並沒有一個實的、永恆不變的、不可分割的，既可以分成五堆的，那就不

是「一」了。

這五堆整日變化的就叫做「無常」。所以假我不是無，實我就一定沒有。這樣就

將自己的生命分成五蘊。漸漸地，除了自己的生命之外，推度了，觀完自己的生命，

人家的生命都是一樣的，那隻貓的生命都是這五蘊，那隻狗的生命都是五蘊的，那個

羅漢的生命也是五蘊，一切眾生都有五蘊，無色界這樣好了！無色界都有的。無色界

都有四蘊，沒有色蘊而已。是嗎？

這樣，外面的都是五蘊，外面的眾生個個都有五蘊，山河大地那些礦物都是五

蘊，礦物就是色蘊了，是嗎？它沒有受、想、行、識而已！但它有色蘊。這樣整個所

謂現象界所有一切的 phenomena，所有現象界的東西通通不外五蘊，是嗎？好了，

講五蘊了，何解？講來做什麼？怎樣善巧？善巧怎樣善巧？

他就這樣觀了，我們所有宇宙萬象一切一切的東西無比那樣多，無量無數那麼

多，但這麼多，雖然是無量無數那麼多，如果我們將它總括起上來，就只有五類而

已，即五蘊，那五類東西，這五類東西已經「盡其所有」了，「盡所有性」，盡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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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切現象界的東西盡其所有不過五類，「盡所有性」，這五類很簡單，我們又

不要說它很簡單，這五類都可以包括了無量無邊那麼多現象的，即是說什麼？

開就無量無邊那麼多現象，合則只有五蘊，五蘊即無量無邊的現象，無邊的現象

不外是五蘊。想到這裏的時候，這個世界只有五蘊，所謂「我」根本就沒有那個我，

沒有實的我，只有五蘊。所以我們不要執著我了，所以是無我的，一切非我，不是我

來的。世人執著我，我現在要掃除那種我執，只有五蘊，沒有那個我的，沒有的，那

個我沒有的。想到這裏時就不再想了，就停在那裡了。以前的那一段本來就是觀，觀

了，那個五蘊又開又合就叫做觀，現在就不再觀了，都是五蘊了，何需再觀呢？那時

就止了。

這樣就先觀後止了，但是他又要先止後觀，那個答案是怎樣？你初學的時候是這

樣觀法，然後才止，不是先觀後止，他說你不要自己吹大自己，你都未得奢摩他、未

得輕安之前。輕安了，修止都成功了，在止裡面修的那種觀，那些才是真正的觀，如

果真正觀，已經得了之後，以後你每次先觀一段時間，這樣你就得了，你叫做「先觀

後止」了。你初學未得輕安之前，無資格叫做「先觀後止」，明白了嗎？這即是說仍

然初學的人要先止後觀，聽不聽得明白？

你聽得明白嗎？你呢？這樣五蘊，因為五蘊有這樣的用處，即是一種善巧來的，

不是真實有個硬繃繃的不變的五蘊，「蘊善巧」。五蘊只是包括有為法而已，不包括

無為法，這個無為法是涅槃，是不包括的，真如它是不包括的。何解？五蘊是「用」

來的，涅槃是「體」，涅槃即是真如來的。如果我想找一種東西連「體」都包括那又

怎樣？

你就不要觀五蘊，「處」、「十二處」，「處善巧」，那麼「處善巧」就怎樣？

就不用五蘊了，將宇宙萬有了，不是宇宙萬象了，連本體、連真如都包括了，就分成

十二堆。「十二處」即是十二種東西，那十二堆東西就叫做「十二處」，譬如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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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我要喜歡修「蘊善巧」，但他不明白就沒有辦法修的，是嗎？你明白了你就有

得修了。有些人我歡喜觀十二處，這樣，那個「處」字就是生東西出來的地方，那個

地方能夠產生東西的就叫做「處」，何解呢？

眼根即是我們的視覺神經，色境，顏色，眼根有了顏色我們都不知道的，有了眼

根與有了顏色兩個做緣，做條件，在眼根與在顏色之間我們就產生了一種東西就叫做

「眼識」了，是嗎？眼根對著那個色處就產生「眼識」了，所以「處」者是能夠生

長，眼根處與色處是能夠產生眼識之處，明不明白？

同一樣道理，在耳根處於與聲音處相對，即是條件具備了，「耳識」產生了，即

是說眼根與聲處兩個是增上緣，增上緣產生「耳識」了。是嗎？同一樣道理，鼻根與

香處，產生「鼻識」；舌根與味處產生「舌識」；身根與觸處產生「身識」，意根對

那個法處，法處即是一切東西，我們的「意識」活動範圍是最闊的，相對就產生「意

識」。

「十二處」就包括了宇宙萬有，連真如都包括落去，這樣來到這裏你就會問，我

費事你們問，我替你們問了，你說「十二處」就包括了宇宙萬有，現在眼根的「眼

識」，眼根就有了，色處就有了，那個「眼識」放在那裡呢？豈不是「十二處」無

「眼識」？是嗎？眼根與色處相對中間有個「眼識」的，是嗎？放在哪裡？放在哪

裡？放在那裡？

聽眾：法處？

羅公：法處？「眼識」嗎？不是！意處，放在意處。同一樣道理，「耳識」，耳根與

聲音相對有「耳識」，「耳識」放在何處？放在何處？

聽眾：意處？

羅公：都是意處。同一道理，鼻根對住香境產生「鼻識」，「鼻識」也是放落意處，

舌根與味境相對，產生什麼？「舌識」，那個「舌識」又放在意處。身根對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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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產生「身識」，「身識」也是放在意處，攝落意處。

那怎通？小乘人對於那個意根的解釋與大乘人不同，怎樣呢？小乘人，你問小乘

人：什麼叫做眼根？他告訴你，視覺神經就是眼根了。什麼叫做耳根？聽覺神經就是

耳根了，可以嗎？再問，什麼叫做意根？答案是怎樣？現在如果你是西醫，你的答案

就是什麼？腦神經嘛！大腦神經嘛！但是佛家說不是，腦神經只是一個條件，重要、

主要的條件，除了那個主要條件之外另外有一種東西的，因為何解？「意識」的活動

是可以回想幾十年前的東西的，而我那個腦，腦那些好像石灰質那樣的東西怎能包攝

幾十年前的東西？而且我們可以預想幾十年後的東西的，這個像石灰質的東西怎能夠

預想？還有一種東西，一種東西不是物質來的，是一種 energy來的，是一種能力來

的，一定是能力，即非物質的。

物質的腦固然是條件，重要的條件，另外還要有一種重要的條件，舉個譬喻，好

像那個電池，那個電池，你想發電有個電池，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沒有它或者壞了

就不能夠發出電，但是電始終是另類，不是電池會變電的，即是好像在泥土裏面可以

生青苔，青苔有青苔一個原因的，不是泥土像變戲法那樣，變！就變出個青苔，不

是，另外有一種東西不是物質的，是什麼呢？最初小乘的人就這樣講了，找那種東

西，不是物質的，找來找去都找不到，它就真是有些妙想天開了，有了！有了！想起

來，凡是我們的「意識」活動與過去的東西會連結的，是嗎？

譬如我念「阿彌陀佛」那樣，當我們念完「阿」字，跟住又念完那個「彌」字，

當你念到「彌」字的時候你一定回憶那個「阿」字的，不會離行離迾，「彌」、

「彌」、「彌」那樣的！「彌」者，這個阿彌，一定是這樣的。即是與過去搭一個

鉤，扣住它！如果沒有過去的東西就不會看下面的那一句。明不明白這裏？

當我們一念「陀」字的時候，同時回憶「阿彌」兩個字的，然後「陀」，「阿彌

陀」，不會說「陀」、「陀」、好像一個「陀」這樣，不會這樣的，一定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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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阿彌陀」，與過去，而且依據過去而發展下來，當我們念那個「佛」字的

時候，我們一定是連結，回憶起「阿彌陀」的，這個不是釋迦，這個阿彌陀佛。

這即是過去的，過去的「意識」與現在起的「意識」扣住的，以過去的「意識」

做基礎然後助成現在的「意識」的，承認不承認這點？過去的「意識」助成現在的

「意識」，當你念阿彌陀佛，念到「佛」字的時候的「意識」，是過去念「阿彌陀」

的那個「意識」再承接住這個佛是「阿彌陀佛」。如果忘記了就完全斬斷了，你就只

有這個「佛」字的聲。聽不聽得明白？即是過去、過去的「意識」對未來的意識有影

響力，這種影響力就是意根了。

不止「意識」是這樣，過去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

識」這個總和都可以助成我們現在的「意識」的，所謂，然則所謂「意根」者，就是

過去的六識，過去的「眼識」、過去的「耳識」、過去的「鼻識」、過去的「舌

識」、過去的「身識」總共組成了一個 group，這個 group就是叫做「我」。所以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六個識，當它一過去的時

候，一成了過去的時候，就變成意根了，即是過去的六識叫做「意根」。所以將「眼

識」、「耳識」、「鼻識」、「身識」放下去都可以。聽不聽得明白？

你不明白這種道理就變成硬繃繃地硬來，它不是硬來，因為「意識」與過去的五

個、六個識都是有關係的，既然有關聯即是它是基礎，你是上層建築，它是下層的基

礎來的。這樣所謂意根者就是過去的六識，而且過去不是過去一萬年的，是過去的前

一剎那，前一剎那，很接近的，過去，總之過去的六識，這一剎那之前的六識，那六

個識叫做「意根」，這樣就有六根了，是嗎？這個是小乘人的。你讀《俱舍論》就講

到這樣為止了。

「六根」者、「意根」者就是過去的六識是也。大乘就分做空、有兩宗，空宗就

是龍樹菩薩，有宗就是彌勒與無著，空宗就是一味破的，總之開口就不對！破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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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不立，破而不立。它不講，連小乘人的「六根」、「六根」、「六塵」、「十

二處」，嘿！都是假立的，講這麼多幹什麼！是一種方便善巧，過了海你就不要船

了！求其借來做過渡就好了，費事講這麼多東西，無需要講了。但是唯識就要講了，

唯識是有宗。空宗，即是龍樹菩薩的那一派就著重破這個「遍計所執性」；唯識有宗

就著重什麼？解釋那個「依他起性」、「圓成實性」，所以它要講了。

對於那個意根是什麼？它對小乘人的那種講法不滿意，它修正了，佛學是不斷地

修正的，不過每一個修正都是在經裏面拿回佛的一句說話做根據那樣解。於是就說：

「意根」者，小乘人就說過去的六識是意根，都是，都是，它不否定它，不過不止這

麼多，不止這麼多，還有一種，有哪種？有一種叫做「染污第七識」，「意」即是意

根，染污的意根，為什麼說染污兩個字？因為我們是凡夫，我們的一切染污都是由那

個意根搞出來的，所以叫做染污意，如果我們成佛，就叫做清淨意了，不是污染意

了，但可惜你們未成佛，所以叫做「染污意」，是染污意，又名叫做「第七末那

識」，「末那識」。何解有個染污意呢？佛講的。而且在理論上，沒有那個染污意是

解釋不到的。

佛說，每一個眾生，當他未曾證得果的時候，未證佛果或者未證阿羅漢果的時

候，整天都會有一個無明的，整日起的，吃了麻醉藥那個無明都是有的，一日他死

了，那個無明都跟住起的，那些叫做什麼？叫做「不共無明」，現在第二種叫什麼？

禪宗叫做「住地無明」，睡了覺那個無明都在起的，何解呢？佛講的，佛這樣講，或

者佛就方便這樣講，不是都說不定的，不是就不通。何解？如果不是說睡著覺都有無

明，那麼你就很弊了！不用學佛了，一味睡覺就可以了，何解？佛與凡夫不同是什麼

不同？

凡夫有無明，他沒有無明嘛！如果睡覺的時候就沒有了無明，那麼你整日睡覺，

睡覺時就是佛了！當你醒了的時候，佛又變回凡夫了，那樣如何講得通？一定要承認

佛講的這句話，睡著覺都好，修了無想定「意識」不起，你都有無明的。要這樣才

通，你覺不覺得？如果不是不通的！所以說我們不想事了，一念不起就沒有無明了，

12



他說你戇的！一念不起難道你現在就成了佛嗎？一念不起？

這樣說就很容易了！一念不起就是佛了，一掌打暈了你在這裡豈不是佛了？不通

的！一定要怎樣？打暈了你之後你都是有無明起的。是不是要這樣？邏輯上就是要這

樣的，所以學邏輯可貴就是這樣了。不是你不通嘛！所以我們必定要接受，佛講的

「不共無明」，即是什麼？想不想事的時候都有這個無明的，貪、嗔、癡之類。好

了，問題就是這樣，如果那個不想都有無明，我們就要怎樣？找一個地方把那個無明

存放才行！

我們不想事的時候，又無「眼識」、又無「耳識」、又無「鼻識」、又無「身

識」，那個無明是「意」來的，不會藏在這五處地方的，一定要藏在這裏的！意根

的！即是說，意根除了過去的六識之外，還有一種東西是載著這個無明的，有一種東

西載著這些無明的，是不是要這樣才通？這是很科學的思想一路這樣想下去，那種東

西什麼呢？那種東西叫做「染污意」，一切眾生之所以是凡夫，是染污者，就是因為

有這個東西，沒有了這種東西他就成佛了。

這個是染污意，這個染污意是什麼？這個染污意都是一個「識」，就叫做「第七

末那識」，當你未證佛果之前，你的「第七識末那識」就叫做「染污末那識」，「末

那」兩個字梵文就叫做「意」那樣解的，「染污意」，「染污末那」，因為那個「染

污意」整日都有個無明，何解說它整日無明？它有四個煩惱整日跟著它一齊起的。哪

四個記得嗎？一個就那個無明，整日本來無我的，它整日覺得有我，這樣就叫做

「癡」了，是嗎？「我癡」整日起的，這個「我癡」是「不共無明」。因為有個「我

癡」，覺得有個我，就整日執著有個「我」是好東西了！有一個我，有個「我見」

了。

一日有我就覺得怎樣？這個就是你，這個就是我，相對就是「我慢」了。因為覺

得有個「我」就人人都愛那個我的！「我愛」了。「我癡」、「我慢」、「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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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四個心所，整天跟著那個「染污末那」。你打暈的那個人，他前六識沒有

了，那個「第七末那識」還有的嘛！所以那時他還是有無明的，入了無想定都有無明

的。所以凡夫之所以是凡夫就是這樣。

不止這樣，一切罪惡都是由它這裏來，何解？何解世界上有「我」，有戰爭？權

力嘛！是嗎？何解要權力？我有東西，有權力就可以享受了！何解需要享受？「我」

嘛！全部由我出發，因為有了那個「我」就自私，是嗎？貪，又自私又貪，佔有，佔

有搞不定就害人，害人不行就戰爭，現在北京那班人那樣搞法搞什麼？搞來搞去，如

果他沒有了那個「染污末那」他怎會搞？是嗎？

一切罪惡的淵源就是在那個「染污末那」，聖人與凡人，沒有了「染污末那」，

不是說沒有「第七識」，將「染污末那」轉變成「清淨末那」，他立刻就成了阿羅

漢。如果未搞定它，你一天都還不是阿羅漢。這樣就凡聖之間就分得很清楚了。我現

在講「十二處」就順便這樣講，不過你一定要明白才行，你不明白就矇查查(不了解)

去修，你就不能夠容易入的，是嗎？「染污末那」。

聽眾：這樣又怎樣剷除這個「染污末那」？

羅公：由於這個「染污末那」就影響到，「染污末那」是意根，是嗎？

意根不好，所產生出來的「意識」都不好的，老爸老媽是發瘋的，兒子都是發瘋

的，是嗎？老爸老媽都是黃面的中國人，生的兒子就不會是西方人樣子的，一定是生

黃臉仔的。意根是染污的，一定產生那個染污的「意識」的，是嗎？染污的「意識」

者，即是有煩惱的，有貪嗔痴的「意識」，「意識」出來就作惡了。即是說有了「染

污意」就搞到「第六意識」都是染污的，由於「第六意識」染污就影響到眼識都染污

了。譬如，譬如我見到你整疊錢在這裡，我的心只想著錢，整日看著你，他的「眼

識」整天看著那些錢，何解？我只是整天想著銀子者，我的「眼識」是染污的，你為

何不看別的東西？你為何不看佛像？你看著銀子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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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染污的。「眼識」是染的，何解「眼識」是染的？因為我的心在貪他的錢

嘛！我的「意識」。這樣因為「意識」不好，染污的，搞到「眼識」、「耳識」都染

污。何解「意識」會染污？因為意根、那個染污意由內打出外，內染污就搞出外都染

污，如果內清淨就搞出外都清淨，即是裡面打出外面，是嗎？好了，怎樣對付它？佛

家對付它是由外打進內部，怎樣整除它？

我們修定，修定的時候「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將它全

部 stop了，停了它，定中停了它，單保留一個「意識」，那個「意識」就是染污

的，想那些不染污的東西，專破壞那些染污的東西，想清淨東西，本來染污是因為有

個我，是嗎？專是想那些無我的東西，同你對付，對付，日積月累漸漸地就好像磨針

成鐵(磨鐵成針)那樣，磨我一個無量劫，那個「我執」在定中，全部連那個「第七末

那識」、「污染意」裡面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都讓它由外打

進裏面停一停了，一停的時候，那個「末那識」就清淨了，見道的時候，那個「末那

識」，「末那識」裡面的那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停了，這樣

那個第七意根就變成清淨了，那時那個「意識」都清淨了，第六識就清淨，清淨的染

污意不叫做「染污意」了，清淨的意根，清淨的「意」就叫做什麼？第七識轉變了，

轉依，是嗎？第七識轉依就變成什麼？就叫做「平等性智」，自他平等，不執我的。

第六識的轉依就叫做「妙觀察智」了，即是第六識就轉變了，第六識轉變了，你

如果初時修奢摩他，修毘缽舍那成功，做到你見道的時候，就第七識、第六識在你正

在見道的時候轉變了，前五識轉不轉？前五識停了它，不用它轉，第八識轉不轉？不

能轉。所以六祖說什麼？「五八六七果因轉。」如果這幾句真是他六祖造的，他真的

很了不起！前五識與第八識，是要當你證了佛果的時候才轉！「果轉」；第六識、

「意識」，「第七末那識」，一日當你未成佛，當你只要見性的時候，見性的時候轉

一轉，「五八六七果因轉。」他擔心你執住有這八識拿著來轉，所以破，「但轉(用)

名言無實性，」名言上的概念是這樣解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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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這樣硬繃繃地變！好像變戲法那樣轉的！這幾句真是了不起的！這個不識字

的老頭子！所以那些人懷疑說不是他造的，他都沒有讀過唯識這類書，他怎會造這些

東西？或者這些很難講，他真是一個那些八地，七、八地的菩薩示現的，那他真的不

用識字的。這樣你會說：六祖的那幾句東西我講這麼久都未曾講的它清楚，你們聽都

未聽得清楚，這些人開口就拿《六祖壇經》來講，閉口又講《六祖壇經》，他都不知

識不識，不懂唯識又怎樣講《六祖壇經》？

怎樣「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用)名言無實性。」你解呀！你解！你去多倫多，

除了我老羅之外，你拉個人講給我聽，包他講錯！你這樣誇口嗎？我就是這樣誇口，

沒有辦法，你們不識，誰叫你低，不識？是嗎？你去拉，隨便你去拉，不論法師、居

士，你隨便拉一個，儘管試一試，你不信，不信，你說他不服？來！叫他來！我問問

他，是嗎？輸賭，不輸賭多，就賭五百元出來請食飯。

聽眾：打擂台？

聽眾：現在所謂「清淨所緣」就是以清淨，這個「意識」以清淨來「所緣」那些事？

羅公：無記性的，無所謂了，無所謂染污的，你的有色眼鏡染污而已。你那個

「意識」是染污的，那就看什麼都是染污的，你戴了茶色眼鏡就什麼都是黃色

的，是嗎？你戴一個藍色眼鏡就什麼東西都是藍色的，那種東西根本無所謂

藍，是你的眼鏡的問題，眼鏡是什麼？是你「意識」裡面的煩惱，

聽眾：我說修止的時間是要把這個「意識」清淨了它？

羅公：是！Purify它，洗淨它，淨化了它，損，不斷地將它磨鐵成針那樣，日日地

磨，磨到差不多上下，你在那裡真正在定中修觀之後，止觀雙運的時候，那時

候「第六意識」，由觀的力打轉頭觀落「第七末那識」，由外打進去內，把那

套經教的那套東西由外打進裏面，搞到那個「第六意識」清淨，影響到連到那

個孖(孿生)的「第七末那識」都清淨了，第七識與第六識就轉依了，因為轉，

但是見道的時候才轉，出定就依然故我了，出定，出了定就依然故我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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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經過多次了，初地是這樣的，初地菩薩，二地、三地就好些，可以長一些

了。即是將它洗淨，洗淨那個「意識」，由外面打入裏面。聽不聽得明白陳芷

君？你聽不聽得明白？你也聽得明白？

聽眾：即是有生命就有這些無明了？

羅公：什麼？

聽眾：即是有生命就有這些無明了？

羅公：我現在問你，你指的生命是不是指佛教所講的生命？佛家所講的生命就是那些

眾生，如果是現在科學家所講的生命，就是連到那些青苔，那些細菌都是有生

命的，佛家就不承認這些的，承認有「識」的，凡是有生命的凡夫，未成佛、

未成羅漢的人都有無明的。

聽眾：就是有生……

羅公：與生俱來，最初就是眾生，眾生無始，找不到他的起點的，即那個無明的起源

是找不到的，找不到就不滿足，是嗎？你會這樣，那就麻煩你去找一找，別人

說找不到就告訴你，你說不滿足，那就麻煩你也去找一找，看你找不找到？是

不是？你都是找不到了，那你就要服了。

有些人就說是神造的，你蠢材！不過你不要出去這樣說人，神又怎樣來？一樣照

問的，神不能問，你即是自己騙自己而已！這樣是阿 Q到極！是嗎？你不要說，無

明不能夠問來源的！這個就說，神造的嘛！再問，神的來源是什麼？當神不能問來

源，到神不能問來源，那還不是不能問？與其這樣不如省了兩口氣，問到無明，無明

就不能問那就更好？省了兩口氣，也省了幾句話。即是到底都是打敗仗了，走五十步

與走一百步都是敗仗，總之敗仗被人抓到殺頭就殺頭了！是嗎？即是都拉你去殺了，

留多兩小時與留少兩小時有什麼分別？不如早死了倒轉好過啦！是嗎？

所以在佛經裡講，說要有一個身就是蠢到加零一的！你不要出去這樣搞法，不要

出去與人爭，因為何解？佛教的目的不是在找人吵架，尤其是這個社會，它會排斥你

的！是嗎？如果個個都是基督教徒，你忽然間說有一個不信神的，不信上帝的，個個

都會排斥你的。你都要講，嘿！是、是、是。有什麼所謂？入鄉隨俗，這些是方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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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因為你與別人爭論是沒有結果的，結果他可能駁輸給你，這叫做能服人之口就不

能服人之心，他心裡硬是不服你的，你講來做什麼？

他現在講「十二處」就是什麼？好了，所有那六個識，十二處八個識，通通放下

去意處，是嗎？你說五蘊就只是講有為法，現象界，這個「十二處」就連本體、連真

如本體都可以包括，真如本體放到哪裡？細路(孩子)你說，你們那些後生，放到哪

裡？真如本體放到哪裡好？十二個、十二個框框，真如你放在那個框框裡面？你說，

你放，真如你放在哪裡？十二個櫃桶，將它放到哪個櫃桶才對？

聽眾：法處。

羅公：什麼？

聽眾：法處。

羅公：法處！對了！放到這裏不對，那裏又不對，放到這裏就對了！是嗎？

真如放在法處，一切無為法放到法處，何解？有個道理的，因為證真如是用「意

識」來證的，「意識」就是證這個法處的真如，所以十二處就無所不包了，但是有些

人說：十二處就少了！十二個增上緣而已！我們的識的原因都還未講得出！詳細些

好！也行，你說十二處少？五蘊嫌少就整個「十二處」給你，你十二處都嫌少就整夠

十八個！十八界了！是嗎？十八界了。那就怎樣？

將意處裏面的「眼識」抽出來放進去，叫做「眼識界」了，是嗎？「眼識界」；

那個「處」字改了「界」，將那個耳根處裏面的「耳識」抽出來，叫做「耳識界」

了，如是者六種東西都抽出來就十八了，三六一十八了。為什麼叫做「界」？為什麼

不叫做十八處？「十二處」你已經叫做「處」，十八處又叫做「處」就很難分了，就

不如叫做「界」？「界」是兩個意思的，「界」者，類也，好像這是金融界，那是商

界，「界」就是「類」，也得。或者那個「界」字，梵文的「界」字當「因」那樣

解，當因，當種子那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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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十八種東西都有它自己本身的要素的，「因」都有它自己本身的種子的。十八

界，宗喀巴這樣解「十八界」。觀界、「蘊善巧」，能觀「十二處善巧」你就識了，

宇宙萬有，我們本身、他人，宇宙萬有都不外是十八界，宇宙萬有無量無邊，以要言

之不出十八類，而十八類把所有宇宙萬有都包括了，盡其所有都包括了，這樣，這個

就叫做「盡所有性」了。就叫做「盡所有性」了。觀了「盡所有性」之後，雖然是十

八界那麼多，不外是什麼？一個真如本體的呈現而已，十八界都是假的，只有那個真

如不是假的，想到這裏就不想了，這樣就叫做「如所有性」了。

就這麼簡單嗎？就是這麼簡單！你試一次，這樣就可以漸漸地你就見性、見道

了，會不會簡單過頭了？你又試一下看看是不是簡單，說就簡單，是嗎？但做起來就

一點都不簡單。譬如說，你想做聖人那樣，可以嗎？嘿！人家答你很簡單的！惡的事

你不要做，好的事你做多些就變聖人了！就是這麼簡單？就這麼簡單。但是你如何惡

的事不做，怎樣好的事你做多些？何解做的時候說不麻煩？

說簡單就簡單到了不得，說煩就煩到了不得，而且一簡一煩都是你自己覺得，想

當然而已！那裏有實的簡？實的煩？那個「簡」字是「心不相應行法」來的，那些零

零星星的我們就叫它做「簡」，什麼叫做「煩」？世界沒有一個東西叫做「煩」，很

複雜的那種情況，那種 occasion很複雜的，我們叫做「煩」；簡與煩都是假的，何

況那種東西全部都是假的？只有那個什麼？真如實體才是實的，你說「真如實體是

實」這句說話都是假的，不可說的。

這樣，那個就是「如所有性」了。「蘊善巧」、「處善巧」、「界善巧」，那種

東西不用講了，其他緣起善巧，將那個十二因緣來講已經解決了。是嗎？行不行陳芷

君？回去自己搞定它，即是照這個公式套下去而已！是嗎？「緣起善巧」。「處非處

善巧」更加容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你走去殺人放火，非處！就是不對

的，你去救人，你去做好事是對的，這是對的，做好事將來有好果是對的，做好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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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惡果，這是不合理的！

「處」即是合理的，「非處」即是不合理的，這樣想到差不多上下又停在這裡，

用「處非處善巧」，任你怎樣揀，不過現在很少人揀這些那麼笨的。這種東西很麻煩

的，是嗎？不如實修個空觀還簡略些，修止的時候觀佛像更加妥當些，觀佛像不用吃

力的，佛很靚的，想最靚的就是這樣，想不到呢？想不到都好，總之他靚了，是了！

在這裏了！好了，留半小時你們講了，這個善巧講完了，講完這裏，善巧講了是嗎？

聽眾：「十二處」，「處善巧」。

羅公：「所緣」者就有五種，是嗎？第一種是什麼？

善巧的蘊，善巧的處、善巧的界，善巧的緣起與善巧的「處非處」這五種。他現

在講給你聽：「蘊謂色等五蘊。」識解了？「界」是什麼？「界善巧者，謂知諸界從

自種生，」「種」即是種子，那個「界」字當種子，那十八種東西都是有自己的因

素，有自己的種子生出來的，「即知因緣。」這種種子又名叫做因緣。

他宗喀巴何解講得這麼略？他當你是懂的，現在只是教你，他以為那些教理你已

經懂了，「處謂眼等十二處。」「處善巧者，謂知內六處為外六處(六識)增上緣，」

不是！「內六處」是六識的增上緣「外六處」即是眼根、耳根、鼻根、身根、舌根、

意根，是做什麼？「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的增上緣，知道

「外六處」是被「眼識」所觀的，是對象「所緣緣」，這樣至於四緣將來有機會，或

者你們提一提我，就要詳細替你們澄清這「四緣」才行的，不然你們看佛經，什麼

緣？什麼緣？或者我下一次給你們講。「知(道)無間滅意，」怎樣「無間滅意」？剛

才已經講了，前一剎那那些六識叫做無間滅的意根就是「等無間緣」，那些「無間滅

意根」就叫做「等無間緣」。這樣，蘊、處、界善巧講過了，「緣起謂十二有支。」

即是十二因緣。「緣起善巧者，謂知緣起」何解要觀緣起？因為緣起是無常的，人生

都是由「十二有支緣起」，既然是緣起就是無常，既然是無常，我們不能停留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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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能夠圓滿了。

我們既然有個真的主人翁就不會無常了，就不會苦了，但偏偏我們又無常就又

苦，所以是無我的，你想入無我觀、無常觀，苦觀你就要修這個緣起善巧了，想修無

我的，你就要這樣？修蘊、處、界了。「處非處者，謂從善業生(起)可愛果」，即是

快樂的果，「是名為處」，「處」即是對的，「處」，「從不善業生可愛果是名非

處。」是不對的。那些人整天就執著因果的，就要修這些。「以此等作奢摩他所緣之

時，謂於蘊等所 定相，任持其心一門而轉。」這一句很緊要！他說又，你們修止觀决

的人，「以」即是用，用「此等」，什麼叫做「此等」？

即是蘊善巧、處善巧，界善巧、緣起善巧，處非處善巧「此等」，用此等東西作

你的奢摩他所緣的境，觀它的時候，就不是說整天觀著它的，「謂於蘊等所 定决

相，」觀五蘊的時候，觀到宇宙萬有都只是五蘊而已，五蘊就包括宇宙萬有了，決定

如此了！無疑了！觀到這樣的時候你就不要再觀了，保持不再想，是這樣了。「任持

其心」，保持心在這裡不要再動了，「任持其心」又怎樣？「一門而轉。」即是不要

變，「一門」即是就這樣下去。萬一它起念又怎樣？起又再觀過，「一門而轉。」這

個很緊要的！他這裡教你修止就是這樣了，明白了嗎？明白就今日講到這裡。

聽眾：1989年 7月 8日。

羅公：還有一個所緣的境的，是嗎？即是所想的東西的，所緣的境他分幾類，是嗎？

第一類叫做「 滿所緣」，是嗎？有很多人看見「 滿」兩個字就很嚇得人怕徧 徧

的，又普遍又圓滿的，其實「 滿所緣」不是的，即是一般的所緣，如果譯白話就是徧

一般的所緣。「 滿」兩個字就當什麼？徧 general，一般性的、通性的所緣，即不論

什麼所緣都不出這四種，「 滿所緣」是這樣解。第二種就叫做「淨行所緣」是嗎？徧

現在我們講的所緣，「行」即是行為，修行，這種即是修一種清淨的行。修這些這樣

的「淨行所緣」。已經講了，是嗎？第三種叫做「善巧所緣」，是嗎？「善巧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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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蘊，觀五蘊，是嗎？如果整日有我執就用五蘊做所緣。

「十二處」，整日不覺得種種東西的生起是有個緣的，這種人就修「十二處」，

觀「十二處」，如果有很多人，見到東西，不多肯尋求那個原因的，即是對因不是很

了解的，那些就修十八界，蘊、處、界、緣起，那些不明白過去、未來，三世輪迴的

那些東西就修什麼？修十二緣起。如果那些人不信因果的就修「處非處」，是嗎？種

善因得好果就是「處」，做惡因得好果是「非處」。講這些「處非處善巧」，我已經

講過了。是嗎？這樣，當你修「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時候，你就變成

要先觀後止了，是嗎？先觀了。不過你未曾修止成功，這些就不能夠算做觀那樣解而

已。

這樣到你觀了，譬如觀五蘊那樣，我們這個世界裡面不外是兩種東西，一種是什

麼？有為法，即眾緣和合造作出來的叫有為法，有為法的內部的質素就不變的，是

嗎？無動作的，這些叫做「無為法」，即是本體，有為法即是現象，phenomena，

無為法即是本體，即是 reality，不外兩種，無為法我們先不觀它，先撇開它，因為

無為法是不可說的。

現在觀有為法，有為法者，不外五蘊而已，所謂「五蘊」者，我們的人身裡面並

沒有一個「我」，只是五堆東西造成，我們人生以外的個個眾生都與我們一樣，都是

這五對東西造成的而已。除了眾生之外，所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這些這樣的礦物等

不是眾生的東西，那些叫做「非情」的東西，都不出是什麼？色蘊，色蘊而已，所以

整個有為法不出五蘊，「盡所有性」，不出五蘊。

這樣五蘊可以包攝一切有為法了，整個有為法就是五蘊，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無

一個「我」的，只是五蘊而已。想到這裏，總之五蘊就包括了一切有為法了，只是五

蘊而已。而且我們人的生命只是五蘊，並沒有那個「我」的，沒有的。如果有都是執

著的，想到這裏就不再想了，以前那一段不是觀嗎？想到這裡就不觀，只有五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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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不需要想了，要有為法就是五蘊。想到這裡就不想了，不想就剩下一個念頭

了，是嗎？剩下一個概念，是嗎？剩下一個 concept，五蘊，是嗎？

一個概念，剩下一個概念。剩下一個概念沒有意義的，空洞的，即是除了五蘊，

要不就不想，想就想什麼？想那個五蘊，是嗎？這樣想五蘊，這個五蘊是我們的心覺

得五蘊而已，我們連「五蘊」這個名都不用想了，全部都只有五蘊還想它來做什麼？

於是我們不再想，說不再想而已！不是真的不想，即是什麼？是不想別的東西，是

嗎？如果你要想就只是想五蘊，是嗎？這樣就叫做「不想」。

五蘊你不能整日像念佛那樣五蘊、五蘊、五蘊那樣，不能這樣的！那就怎樣？只

要你知道有為法就是五蘊，所謂「我」者，並沒有那個我，所謂「我」不外是五蘊，

沒有那個「我」，想到這裡就不再想，不再想我們就停了，一停的時候，這個剎那

停，第二個剎那我們就再回憶前一剎那的心，我不想事，只得五蘊，我只是想五蘊，

想回前一剎那的心。第三個剎那想回第二剎那的心，我只是想五蘊，沒有想別的東

西。第四個剎那又是不想的，即是每一個剎那就想回前一個剎那的心，前一個剎那的

心是怎樣的？那個心正在想，想什麼？想五蘊。是嗎？這樣就是想回前一個心，是

嗎？不用想五蘊，想前一個剎那的心就行了。

這樣就止了，這樣即是沒有想了，即是沒有想一樣，當你說沒有想的時候，其實

你想回什麼？是想回前一個剎那的心，你想想，你閉上眼睛試一下，閉上眼睛，想，

不想事，不想事那樣，不想事是不是在想前一個剎那的心？前一個剎那的心說不想，

現在我想回不想、不想、不想，想來想去，每一個剎那都是想前一個剎那的心，前一

個剎那的心說不想事，個個剎那下去都是不想事，是嗎？實在所謂修止就是每一個剎

那就想回前一個剎那的心活動，不想外面的東西，只想自己，這樣就得了，這樣就叫

做止了。你說，譬如我觀佛像又如何？一樣，我觀那個觀音菩薩，我現在什麼都不

想，我想觀音菩薩就行了，觀音菩薩他正在這裏放光，想到這裏就不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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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剎那的時候又怎樣？想回前一個剎那的心，我前一剎那想觀音菩薩，前一

個剎那見到觀音菩薩，第二個剎那又是想觀音菩薩在這裡，第一個又是想前一剎那的

觀音菩薩，第三個剎那又是想前一個剎那的觀音菩薩，是不是這樣？前一個剎那想到

他在這裡，第二個剎那又想他在這裏，第三個剎那又再想他在這裡。你說：我好像在

外面。哪有在外面？你的心而已！你的心在想而已！

你如果都嫌外你就這樣，我想觀音菩薩，什麼都不想、不想，我只是想觀音菩

薩，什麼都不想。一路這樣下去，後一個剎那想回前一個剎那的心，那個樣子完全不

變的。說不變，總有變多少的，即是你不要令它變，這就叫做止。你行不行？你試一

下。如果這樣習慣了，你就想觀音菩薩，每一個剎那只有觀音菩薩在這裏，是嗎？沒

有其它東西在這裡的，行不行？你聽不聽的明白？你可以嗎？

就是這樣就叫做修止了。修止似乎很機械？就是這樣機械的，你說它機械又得，

你很吃力，觀音菩薩、觀音菩薩，那就當然很吃力了，你不用的！我前一個剎那想著

觀音菩薩，我現在不想別的，我想就是想觀音菩薩。其實你不用想那個觀音菩薩的，

他在這裏了！觀音菩薩在這裏了！在這裏了！

你不用整天畫他的樣子的，如果你整日畫他的樣子就是觀了，就不是止了，是

嗎？在這裏了！這樣就行了。如此兒戲？你試一下，我告訴你，你這樣就行了。這樣

你就不緊張。你整日畫他，畫他，像畫花那樣畫他，你就會緊張，是嗎？而且不止緊

張，你不是修止，你這樣是修觀而已。你不用畫，在這裡了！我前一剎那想他，我現

在也是想他，我以後一路都是想他！這樣就行了。

聽眾：這樣會不會是著相呢？

羅公：所謂著相，著相者，即是起一個妄執來執他，執那個觀音菩薩是實的！這個是

真的了！實了，這樣就著相，你知道這個是我的心所變的，我現在正在修止，

是嗎？修止一定要有個所緣的境，現在我找一個很殊勝的觀音菩薩的樣子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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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所緣的境，而且將來我死的時候，他做增上緣，引導我生去一個好的境界都

不定。雖然生境界，都不是實的，都是如幻的，即是著相，是嗎？這樣都叫做

著相？怎樣才不著相？不著相，如果你說「不著相」才不著相，你不還是著

相？你是著一個「不著相」的相，是嗎？一樣是著相的，所以不是著相，你不

執他為實的就不著相。不怕著相。尤其是修淨土的，你不用理，你硬是想他在

這裡就得了。不是著相。

聽眾：是不是你剛才講的隨順觀？

羅公：什麼？

聽眾：即是隨順觀？

羅公：以前那一段想就是隨順觀，當你不想的時候就是止了。都是「隨順止」而已。

要修到整個入了輕安的狀態，那時就叫做真正的止。有了輕安狀態之後，修止

成功了，修止成功之後修觀，那種觀才是真正的觀。那時就真是觀了。這樣輕

安是怎樣的？下文就很詳細地講給你聽。

聽眾：止是什麼來的？

羅公：是。

聽眾：是什麼來的？

羅公：是，天台宗三種止，一種叫做「繫緣止」(繫緣守境止)，想住那個觀音菩薩，

想住那個呼吸，繫著一種東西，那個叫做「緣」，綁住心在那件東西那裏，好

像將馬騮(猴子)綁在那棵樹上那樣的，就叫做「繫緣止」。

「體真止」，「體真止」是什麼？「空」，「空」，樣樣東西都是眾緣和合，都

無自性的，這樣，當你說樣樣東西都是眾緣和合，都無自性的，你要想的，想時候就

是觀了，想到那個結論，是了！確是無自性的，不需要再想，想它都是無自性的，不

想它都是無自性的了。只是剩下「無自性」這個意念在這裏，停在這裏，不還是一

樣？停了在這裏，無自性，你不用一味無自性、無自性，沒有這麼笨的！如果這樣是

很蠢的，一味念無自性，無自性了！還用想嗎？不用想了！想亦是無自性，不想都是

無自性，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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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然無自性，我都無謂花這個腦筋了，無自性。不再想，不再想，當你不再想

的時候，你以為你真是不想嗎？你是想前一剎那的心嘛！前一剎那的心你有一個結論

說無自性嘛！你現在想前一剎那的心就是無自性，這樣就叫做「體真止」了。它是講

那個空性。那個天台宗的小止觀。初學修止觀，天台宗的都不錯的。

譬如你數呼吸那些就是「繫緣止」了，是嗎？講完了？是嗎？還有一種叫做什

麼？是！「善巧所緣」講完了，是嗎？「 滿所緣」講了，「淨行所緣」講了，「善徧

巧所緣」講了，還有一種叫做什麼？「淨惑所緣」，「惑」即是煩惱的別名。你記

住，看佛經，佛經裏面的那個「惑」字即是煩惱，「淨惑」即是洗淨你的煩惱的，修

這種止有把煩惱洗淨的作用的，就叫做「淨惑所緣」。「淨惑所緣」我先講給你聽，

有兩種「淨惑所緣」，一種就是外道修的，一種是佛教徒修的，外道修的要不要？你

不要心存有內、外，是嗎？因為這種所謂外道修者，即是說你修這種「淨惑所緣」是

由兩種「淨惑所緣」，你修第一種「淨惑所緣」就只可以壓住那些煩惱不起，不能剷

除煩惱的種子的，你想超凡入聖是不行的。

你想發一下小神通，或者生在色界初禪天、二禪天就可以，想證阿羅漢果就不行

了，想成佛就更加不行的！那種第一種淨惑所緣，這種「淨惑所緣」就叫做什麼？觀

下地粗性上地妙性呢？粗就是不好的，是嗎？妙就是好的那樣解。我們的世界，有漏

的世界就分做三界或者分做九地，九地。第二靜慮，第三靜慮，第四靜慮，「空無邊

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這下面就是欲界，是嗎？

欲界一地，色界四地，有物質而無男女的情慾的，四地。無色界就連物質都沒有

的，四地。九地。這樣觀的時候是怎樣呢？觀下地粗，我們欲界的地是最粗了，五

欲，一出門口就是五欲，不出門口，睡醒覺，一撐開眼睛就是五欲了，是嗎？一撐開

眼就怎樣？要掙錢了！是嗎？肚餓，要吃東西，一開眼就要吃早餐了！整日都很粗

的，很粗笨的，很粗劣的，下地粗性。色界就好了！又沒有男女情慾搞亂我們的心

頭，又沒有整日的色、聲、香、味、觸的追逐，又什麼所謂功名富貴，沒有這些東

西！而且色界整日都入定的，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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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當你這樣想的時候然後才入定的，一入定輕安一起，你就已經定了入色界

了，你的身體是欲界，你的意識已經走了去色界，一入得了輕安之後你就想了：嘿！

這個欲界真是煩惱了，我要定就好了！這樣即是說有煩惱就是粗，是嗎？定就是妙

了，是嗎？有煩惱的這個欲界就是粗了，我入了定就好了，這樣即是妙了。這樣想，

那個心就不會想買馬票，不會想上舞廳，不會想這種東西了。想來想去都是想著一種

呼吸，或者想著一種光明的相或者〔其他〕等等就妙了。這樣，作這樣觀的時候，我

現在將那個心繫在一處了，想著那個呼吸或者想那個月光，或者想著不想、不想、不

想那樣了！這樣就妙了！這樣就下地粗性，上地就妙性。

這樣觀著觀著那個輕安就起了，你這樣漸漸地輕安就起了，輕安一起的時候就入

了初禪了，妙了。入了初禪而已，是嗎？入了初禪，初禪還是有尋有伺，「尋伺」即

是思想，還有思想的，雖然得了輕安但是還有思想的，有思想，還有，第一它還會有

思想，一有思想一起，你又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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