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眾：1989年 7月 8日。

羅公：尋伺，尋伺了，尋伺即是 research而已！尋找而已。

這樣，你即刻就以毒攻毒了，用尋伺來對付尋伺，要這樣的。我用什麼？我讀佛

經，我現在學什麼？譬如你學道教，我現在學仙，我現在還想那些東西嗎？我要想那

些虛無的等等，要即刻想的，你想的時候不還是尋伺？用尋伺來對付尋伺，明不明

白？即是以毒攻毒，盤尼西林(Penicillin)是有毒的，你那些菌也是有毒的，用那些有

毒的盤尼西林對付你那些有毒的葡萄球菌，是嗎？用尋伺來對付尋伺的，初時，有尋

有伺，所以叫做尋伺。有尋伺的欲就是貪欲。你說：得了輕安都有嗎？坐著坐著有時

會有的，因為你未到家，你初禪而已！就像入學校，你一年級就想與老大哥一樣是不

行的。「尋」了，「無尋唯伺」了，怎樣是「無尋唯伺」？

那些粗的、很明顯的 research就叫做「尋」，「伺」即是窺探，即是什麼？

peeking，窺探是很微細的，好像一隻貓在老鼠洞口窺探。一點聲音都不出的，那樣

很微細的就叫做「伺」。一到二禪心，「尋」就沒有了，很粗的想沒有了，「伺」還

有，何解「伺」還有？即是這樣，會起的，我的煩惱會起了，那些妄念會起了，留意

著它，起就要按下去，起就要按下去，整天好像貓吼(盯緊)老鼠那樣，是嗎？

即是整日很微細的思考，都還是未到家，你想由初禪到第二禪你就要這樣的，初

禪還會想這些無意義的東西嗎？不想就好了！好了，這樣初地、初靜慮就粗了，要上

一些了，「無尋唯伺」就妙了，下地粗性就上地妙性，即是想再進一步了。再進一步

就有「伺」都是不妥，連伺都無就好了！身體很安和舒服就好了！漸漸地即是觀第二

地是粗，第三地是妙了，即是第二靜慮是粗，第三靜慮是妙了，下地的粗性，「性」

即是狀態，上地就靜就是妙性，這樣你一想就按住下一地的煩惱了。就變成無尋無

伺，那時就真是不想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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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一片很舒服、很光明、很舒適的境界，好像熟睡那樣安和，但是明明了了的

與睡覺不同。那就入了第三、第三靜慮了。第三靜慮都是不好的，我們現在有舒服，

舒服的感覺都還是相對的，舒服的對面有不舒服的，連舒服的感覺都是粗的，要很靜

很靜的，要好像明鏡止水那樣的，這個時候，當這樣想的時候就連舒服的感覺都沒有

了，入了第四禪。入了第四禪就是很妙的境界，很妙的境界。

這樣，逐層逐層就怎樣？一路這樣觀下地的粗性，到第四禪，都還覺得還有個身

體在那裡，都還有個光明相，其實都已經很好的了。如果你想見道就在第四禪那裏，

修止觀就見道了，想起神通在第四禪就可以起神通了。但是有一種人說都是不夠妙，

有一種人要妙到怎樣？連身體都沒有的！這樣才妙，有身體都還是粗，要到什麼都沒

有的境界才行，入空無邊處，什麼都沒有，一片無邊無際一個大罌那樣，即是覺得有

個虛空，有個虛空，無邊無際的虛空，這樣妙了？

有些都是還不妥！虛空都還是有一個大罌，還是未妥，連大罌都沒有了，什麼都

沒有的，再進一步識無邊處是什麼？沒有的，根本虛空都無，是我的心，我的識神，

我的Mind，我的心無邊無際地擴大，「識無邊處」。有一個識都是還不夠妙，都還

是粗，要連這個「識」都沒有的，再進一步就妙了，無所有處，真是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你修空觀最棹忌是這裏，修空觀，現在修禪宗的人動不動就說執著，不要執著，

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想，好了！那時你衰了！整了進去無所有處就真是百世不復，

禪宗最棹忌就是這裏，下面它罵，切不可這樣。

無所有好處還好似不夠妙，無，什麼都無又是不妥的，於是就似有非有，似無非

無的境界，叫做「非想」，「想」就是想念，不像得「識無邊處」以下的那些「有

想」叫做「非想」；又不是好像無所有那樣什麼都沒有，就叫做「非非想」，入了一

個硬是模模凌凌的，昭昭靈靈但又不清楚的，入了這種境界，外道以為入了這種境界

就是涅槃了，釋迦牟尼佛初時出家的時候不是去見那個鬱陀羅摩子 (Udr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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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aputra)？問他涅槃的境界是怎樣的？你入定入到非想非非想的時候就是涅槃的

境界了！釋迦牟尼說：你搞錯了！非想是不清楚的，是嗎？非非想也就不清楚的，這

套不行！我走人了！就走了去。問來問去，幾個都是說這樣的境界，嘿！你這班人全

部不行的！我自己來！就找到菩提，不是！就走去苦行，誰知道他苦行都是走錯路，

餓，日日餓，說他每日食一麻一米，印度的人修行是這樣的。

現在中國人很多人搞錯，日食一麻一米，就以為每日食一粒芝麻一粒米，這樣不

如不吃！一麻一米不是這樣解的！每日吃什麼？每日食一餐，那一餐裏面沒有其它東

西的，只有兩種東西，一種就是米，飯了；一種就是麻，麻是什麼？好營養的！麻是

怎樣的？用那些黑芝麻，最好還是黑芝麻，那些胡麻，黑芝麻就是胡麻，用來發水，

發水就標出芽了，是嗎？你有沒有？你們年紀這麼大的，你們年紀這麼大的就見過那

些人拜七姐的，是嗎？你有沒有？你都見過嗎？你都一定見過了！七月初七呀！那些

女人，那些少女們，都去整那些芝麻，用那些什麼？要來發到這麼高的，那些營養非

常好的！那些維他命，將那些發了芽來吃，所謂一麻一米就是這個意思，只是這樣都

不行的！吃這樣少少的東西！不是一粒麻、芝麻，一粒米，哪有那麼傻的！沒有人這

樣的。是嗎？這樣釋迦牟尼說：不要搞了！自己走去修。

誰知錯了條路，修外道，結果修外道搞了幾年，搞了幾年就營養不夠了，思考，

一定是思考就頭暈之類，後來想想，嘿！都是走錯路了，這麼多年都無效果，還更弊

了，決定行另外一條路，但是他幾年都沒有沖涼(洗澡)的，一身泥，那些印度很多人

不沖涼的，修行，在山裡修行不沖涼的，不著衣服的，那些老泥(污垢)用來保護身體

的，灰色的，那些人去到印度的山裡去看，那些叫做 Yogi，那些 Yogi成個身老泥

(污垢)黐滿，灰色的，有些是故意被那些泥來漿住，說這樣不會外感。是的，用那些

泥來漿住身體是不會外感的。這樣就走落河裏面洗身體，洗淨那些泥，洗淨後幾乎爬

不上來，沒有力量爬上來，因為他很餓，結果就拉著那支樹枝然後爬上來的。於是就

有個傳說了，說他幾乎上不來的時候，帝釋天神就化身成樹枝讓他上來。這樣總之他

就爬上來了！不用理這麼多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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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佛經，最緊要把那些神話色彩的東西不要它，是嗎？什麼佛講話之前大地

震動如何如何，天雨華等等，你學道理而已！你理那些做什麼？很明顯很多東西是後

人加油加醬加進去的！是嗎？這樣，沒得吃，然後那個擠牛奶的牧女見到他這樣就給

他牛奶吃，日日供牛奶給他吃，然後他精神飽滿，然後才成佛的。這樣，那些外道觀

下地粗了，上地妙了，現在你們那些道教徒，你不要出去說別人，那些道教徒就是全

部這一套了，下地粗性，上地妙性，漸漸地入了初禪他就對人講我見道了，那些入初

禪的人每每以為自己見道的。

因為初禪與見道很相似的，所不同的就是什麼？見道的時候就停止了那些

concept的，無概念的，你入初禪，輕安起時是有 concept的，有概念的，即是現

在輕安了！現在爽了！又爽又輕安這些就是概念，如何是見道？那時連這些都無，但

又清清楚楚的，現在很多人我見到的，學幾十年學到懵了，入了初禪他就說我見道

了！很多人這樣，那些人都是蠢材，這種人無可救藥。

這樣有些人就入了第二、三、四禪，入了第四禪又以為見道了。有些人，譬如釋

迦佛的那個老師鬱陀羅摩子，他說已經入了「非想非想定」，那時就是涅槃境界了。

其實不行的，何解？煩惱的種子你沒有剷除，你入定時確實不起煩惱了，但走出來你

的煩惱就起了！何解會起？你還有煩惱的種子，那個 function還在這裡嘛！這樣煩

惱的種子怎樣剷除？

要靠修觀，道理上這種東西沒有的，那個「我」確實沒有的，那種觀，修觀，修

止在修到定，我們平時就是理論一套，在很定很定那裡來修觀，真是很像沒有的，確

實沒有的，很深信的，不是理論的，直接可以體驗到的，修觀修到那裡那樣。止觀雙

運那樣，那時就剷除了。剷得多，還是要分多次的，不是一世的，要無量的，都不知

幾多世然後才能剷除它。剷除它的時候，每剷除一點點，逐點整剷除，每剷除一點

點，一定有一個什麼？加行道，第一次剷除一點煩惱，譬如你現在成日都希望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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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是一聽見錢就不知幾爽了！這就是煩惱了，你要斷這些煩惱就要怎樣？

你只是修定不能斷的，到你一去到股市這種心又起了！是嗎？一定的，你要怎樣

才能斷？修觀，錢財怎樣無用，怎樣如此等等，不是怎樣究竟修這道觀，修這種觀在

定裏面得到輕安就在定裡觀了，修觀的時候最初要怎樣？只是錢怎樣不究竟，一路在

那個位想的時候，那時候就想這些確實是不好的。這是第一個拿到結論了，那個叫做

「加行道」了，「加行」的位了。第一個結論是這樣。這樣就加行了，於是過了加行

之後就再修入去了，錢是不好的，貪是不好的，有個結論，結論起的時候這個力量很

大的，就把你平時貪錢的那些念剷除，那時因為它有力量的剷除一些，所以就無間道

了，以前講過無間道了，「道」者，就是智慧，無間，怎樣無間？加行之後中間沒有

東西間開的就叫做無間，還有，無間道之後，無間道就斷除煩惱的，是嗎？

譬如你修貪，貪金錢，斷除這個貪金錢的煩惱，革命性的、掃蕩的。跟住斷除

了，比較以前更加爽的，以前還有些累贅，這樣就解脫道了。我現在都不貪了，覺得

很爽了，解脫道。解脫道就不是斷除，是斷除之後那種受用，享受，享受沒有了貪的

那種清淨的境界，解脫道。剷除了一點點，然後修、修、修、修，修到相當，日日這

樣修，修得的時候就每次修，修到解脫道之後我怎樣再進一步，就是什麼？這個「勝

進道」即是什麼？即是新的加行道？我們叫它做「勝進道」，即是百呎竿頭更進一

步，勝進道。勝進道又起了，起一個無間道了，就把第二分煩惱又斷除了。

斷除了之後又一個新的解脫道，比較以前的解脫道又高級一些了，兩分煩惱了，

惑沒有這麼重了。將來你以後修得多，出來那些人見到錢很渴望，你卻沒有那麼渴望

了，因為你經過多次的無間道剷除了，即是老子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不斷

地斷除，不斷地斷除，最後，解決道、又勝進度、又無間道，一路這樣修，日日這樣

修，日日這樣修，一世人譬如修得十年、八年，就那十年八年裏面你說經過幾多無間

道，經過幾多解脫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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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要怎樣？擺成百萬銀在面前你都若無其事的，你那時就會這樣了。何解會

這樣？因為你修觀，止觀雙運的時候，在無間道裏面剷除，剷除，同時你修解脫道的

時候，那種解脫道的那種、那種解脫自由自在的狀況，熏進去成為一個種子，那種種

子將來又出現。這樣，所以即是說，講回剛才那裏，第一種「淨惑所緣」，即是普通

外道所修的那種，只能夠壓住煩惱，大石壓草，石頭搬開那些野草又生了，這樣，這

種是不能斷除煩惱的。第二種了，第二種是斷除煩惱的，修觀，修觀，修觀什麼？大

乘的人修空觀或者修唯識觀，小乘的人修四諦，苦、集、滅、道四諦，修這四諦，修

四諦的時候，不斷地起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日日地修，修著修著你已經就把什

麼？

金錢的欲望，男女的情慾都搞到不會特別起了，那時不會特別故意想著來起了，

只是偶然見到，有的時候那種天然的衝動而起的，那時你是什麼？預流果、初果了。

或者你有座上有些人已經得初果都說不定的！初果很簡單的。由初果再修再修，又經

過無數那麼多的無間道、解脫道，又經過這麼多就怎樣？很弱了，對於金錢與男女的

情欲就很弱了，是什麼？不會特別很強。死了之後再回來，生在欲界天，或者生在地

球，或者生在欲界，再回來一世，在那一世裡再修行一下，除非你不修，肯再修行一

下，不用再回來欲界了，那些叫做什麼？「一來果」了，是嗎？

如果你在一來果的基礎裡面再修，修，修到，當你修的時候就不斷加行、無間、

解脫，勝進，無間、解脫，一路路日日這樣修，修到確是見到金錢就好像那只木雞那

樣，所謂呆若木雞，呆若木雞，成個呆的，好似木的，那時不像人那樣的，成個木

的，好像廟裡的那些木雕菩薩那樣無情欲的，整塊金在面前他眼光光，望住那塊金，

望著一塊大鑽石就好像望著石頭一樣的表情的，是嗎？一個很靚的女子站在你面前，

他就好像望著月份牌一樣看法，沒有感覺的，就完全沒有了。那時變成了怪人的。所

以那些修行的修到不還果那些是不同這些人樣子的。這樣他經過無數那麼多了，這是

什麼？

如果你是修四諦那些就是什麼？斷除煩惱了，會不起的，斷除到差不多上下就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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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了！是嗎？他不會有第二世起的，這些淨惑所緣是佛教徒修的，大乘就修空觀、唯

識觀，你如果是天台宗你就修一心三觀，華嚴宗就法界觀，小乘就四諦觀，不過是最

基本的。我們切不可小看小乘，你們整日講我們大乘，你自己誇大？你們現在實在大

什麼？人家小乘都不知幾嚴格的。是呀！假的什麼都不是，如果真是小乘，樣樣都規

矩準繩，你以為像我們那麼寬嗎？

聽眾：羅公：入到三禪就叫做「無尋無伺」了？

羅公：不是！無……

聽眾：三禪就達到了？

羅公：是呀！是呀！三禪可以了，無尋無伺。無尋無伺。學佛可以無尋無伺，但是你

修觀的時候就變成有尋了，即是你不修的時候就可以搞到無，是這樣解，佛教

都修，外道就只是這樣就夠了。

聽眾：佛教都修？

羅公：佛教就不止修，佛教簡直不用這樣做法的，都用，一地一地上，即是修止的時

候就這樣上，它還要修觀，外道就只是修止而已。外道的目的就是想成仙而

已！修到初禪就上天，生色界天，如果你做善事做多些，你都可以生欲界天

了！修十善，不用修定的，修欲界天，你捐多些錢去醫院，吃一下齋，不要殺

生，你就生欲界天了，是嗎？生色界天就一定要修止的。

聽眾：是不是羅漢就修止的多，修觀的少？

羅公：不是，兩種羅漢，有一種修觀很多的，

觀多止少的那種羅漢，入定不能久的，會退出定的，那種偏於慧的，有一種慧多定少

的羅漢；有一種是定多慧少，定多慧少的羅漢好像傻瓜一樣的。

聽眾：木的。

羅公：是，木的。都有的，那些很好的。

聽眾：那些大的阿羅漢。

羅公：什麼？

聽眾：那些大阿羅漢就是定慧等持。

羅公：不是，所謂大阿羅漢那些人稱呼，那個「大」字是兩個用法的，第一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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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回心向大。

羅公：他樣樣都好，名聲四播的，很好的，那些人就加個「大」字，第一種；第二種

就指什麼？那些回心向大的阿羅漢，佛經裏面，那些皆是大阿羅漢，「大」就

是指什麼？那些回心向大的那些阿羅漢。完了，是嗎？我已經講了，講了現在

你讀這裏你就明白了，第一句在哪裡？第 8頁第……

聽眾：第三行。

聽眾：第三行下面。

羅公：「又淨惑者，謂唯暫傷煩惱種子及永斷種。」

它這個文字太簡了，又所謂「淨惑所緣」者，「謂唯(一)暫傷煩惱種子」即是第

一種，只是暫時傷害那些煩惱種子，不是說真是剷除的，這是第一種了。是嗎？二、

「及永斷種」，永遠斷除煩惱種子即佛家的那條路，聽得明白嗎？如果很多人說，什

麼書我都看得懂，那個什麼個個字都識的，他看這句就死了！他不聽，怎樣搞法？原

來我剛才講這麼囉嗦這麼長就是解釋他這句，聽不聽得明白韋先生？

好了，「初所緣者，謂觀欲地乃至無所有處，下地粗相，上地靜相。」我剛才用

妙字，是嗎？他這裏用「靜」字。他說第一種，即是外道所修的那一種，就是修觀的

時候，在修止之前要觀，觀什麼？「欲地」，「欲地」了，即是欲界地，「乃至」，

一路一路，一級一級，一級一級都是下地粗上地靜，是嗎？

不要小看它，漸漸地這種人神通都可以的，但是他不能夠脫離三界輪迴的。第二

種，第二種就麻煩了，你聽的時候，「第二所緣」，即是佛教的那種了，是嗎？那種

淨惑所緣。「謂四諦中無常等十六行。」觀，修觀，每一行你全部修也行，你選擇一

種來修也得，怎樣叫做「無常等十六行」呢？包括苦諦，有四相，所謂「苦諦」裏面

包含了四個意義，包含了四個意義。

「相」者，即是義相、意義。第一，這個「苦」，記住，這個「苦」者，即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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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滿那樣解的，不是說我吃了川蓮苦的，那個不是苦，不是 pain，不是說痛那個

苦，即是不美滿那樣，英文譯做什麼？譯做 evil，是嗎？是不是譯做 evil？

evil，evil。那個苦就這幾種解法。何解我們說這個人生是苦的？因為人生就具有生

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憎怨會苦，五陰盛苦，是嗎？具有八

苦，本身人生是不美滿的。你不用說，秦始皇都不美滿的，他想不死偏偏就要死。

人生是無常的，「苦」了。你的錢比李嘉誠還多，但是最怕你不夠命長。是嗎？

你今年 80歲了，最怕你未到九十歲就死了，沒有用，帶不去，無常的，這些是最苦

的事。是嗎？無常，無常的所以苦，無常相，行相，「行」者指那個現象，「相」

者，就是情況，這個有為法，這個無常有一種這樣的「行」的相。即是現象，現象的

屬性，現象的屬性叫做「行相」，「苦相」，人生既然是無常又是苦的，一世人奔波

都是什麼？

無實際的、幻的、所以叫做「空相」，四種行相，「無我相」、「我」者，自由

自在的主宰，人生又無常的，又是苦的，何解呢？無常，我們想它「常」，硬是想來

想去想不到的，不自由；苦，有那八種苦，我們想沒有苦又〔輪〕不到我們想的，是

有苦的；人生是空幻的，我們想它實實在在也不行，〔輪〕不到我們主宰的，所以叫

做「無我相」。苦諦就有四相，這樣就觀這四相。這樣觀四相，逐種觀豈不是很苦？

修小乘都幾苦的，你不要以為它小乘。你可以揀一種修都可以的，修一種成就了就再

修第二種，苦，他答，四相，因相，這個人生，這個宇宙，不是說砰的一聲很偶然發

生的，樣樣都是前因引起後果的，何解你到四十幾歲就郁都不能？就好像坐輪椅那麼

厲害？

原因是什麼？不是說就這樣砰一聲這麼簡單就坐輪椅的，可能第一因為你怎樣？

父母的遺傳不是很健全，這個是因。第二，你四十歲以前不衛生，是嗎？第三可能你

有什麼隱病你又不去治，搞到有今天就非坐輪椅不可，樣樣都是有個原因的。現象界

亦一定有原因的，不會沒有原因的，「因相」。「集」即是招集，招集什麼？招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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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果出現。招集「因相」。第二是「集相」，「集相」即是招集，由那個因招集了這

個苦果出來，就叫做「集相」。「生相」，因招集於是那個果就會生了，那個果生出

來的，還有，那個果生不是徒然一個因就生果的，眾緣具備的，有個「緣相」。「因

相」，集諦有四種行相。「滅諦」，「滅諦」是什麼？

第一，「滅相」，這個「滅」是什麼？由前世的業而產生後世的果，這個果都滅

了，因為你沒有造業了，不造新的業了，這樣果亦滅了。「滅諦」即是涅槃的別名

了，有一種滅相，苦果滅了的那種情況。苦果滅了的那種情況叫做「滅相」。第二，

「靜相」，凡是一個人生有煩惱整日侵擾，貪、嗔、癡等這些煩惱來擾亂了我們的

心，我們就不安寧，我們一證到涅槃，我們就沒有這些煩惱來紛擾了，就有種「靜

相」。其餘都是粗，只有涅槃才是妙的，就是「妙相」。你就要觀就觀它怎樣「妙」

法了，你要自己想，好像參禪那樣參法。第四個相就是「離相」，離開一切眾緣，一

切的不妥當的東西，世間、世間的煩惱，有漏的因果，離，「離相」。「滅、靜、

妙、離」。有些人就不用「妙」字，用「寂」字，寂寞的「寂」。我漏了，不記得劃

掉那個「我」字，這樣就十二個了。

「道諦」就有四相，這個「道」就當一條路，那條路，路何解？這個「道諦」就

是三十七菩提分法，即是什麼？四念住、四念住、四正斷、四正勤，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覺支、八正道，這些三十七菩提分法就叫做「道諦」。「道」者，好像道路

一樣，由我們凡夫通到聖人的境地。由我們凡夫通到涅槃的境界，「道相」，這個當

道路解。「如相」，樣樣東西都是合理的，「如」者，即是樣樣東西都是如理的。依

住那個菩提分法來修行相，「行相」，好像我們越來越接近這個阿羅漢果，越來越接

近涅槃的時候，「行相」。「出相」，到最後我們要出離這個三界的，「道相」、

「如相」、「行相」、「出相」，就叫做四諦十六行相。

這樣觀這個四諦十六行相，每觀，你可以隨便揀一種，或者種種依次輪，這樣沒

觀的時候都在什麼？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一路即是

好像磨針，那塊鐵生鏽生到不知幾多年的鏽，你現在慢慢磨下磨下一點磨掉了，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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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無間道就磨掉一些，再繼續磨，第二個無間道又繼續磨掉一些，都不知經過無比

那麼多無間道然後就整塊生鏽鐵把它磨到乾淨。即是經過無數那麼多無間道的。「四

諦十六行相」，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如相」？

羅公：什麼？「如」是嗎？「如」即是如理、合理，樣樣都〔合理〕，「如」即是依

照，依照這樣的道理，確是可以依照的，「如相」。

聽眾：那個「出相」與「離相」是不是差不多？

羅公：那個「出相」是指這條路修道諦是會出離的；就這一點與「離」一樣，那個

「離相」就是已經離了、已經出了的那種狀態，滅諦、涅槃，出了之後的狀態

叫做「離相」。

這樣就十六行，是嗎？行相。「又以此等作奢摩他所緣之時，謂於諸境所緣(現)

影像，隨心決定任持其心，不多觀察。」他這句解什麼？總括上分各種境的，「又以

此等」，「此等」即是上面所講的那些，「淨惑所緣」、「淨行所緣」等等所有這些

東西用來做所緣的境，作為、作為修奢摩他的所緣境的時候就要怎樣？他說「諸境所

現影像」，我們觀的時候，修止的時候有個影子在這裏的，有個 image在這裡的，

有個影子的，影子起了之後，「隨心 定任持其心，」一路想，想到那個結論，得到决

結論了，譬如我說空的！就是結論了。當你說空了，這個結論就是一個影子，一個

concept，一個概念，一個影子，一觀到這裡就「任持其心」，怎樣叫做「任持其

心」？「任持」者即是支持，想到這裏就用這個意念來引起後念，不要有雜念了。

這樣叫做支持，想到這裏不想其它東西了，不讓其他東西溝雜，想到那個心停止

下去了，除非你不想，如果你想就想回我這種東西，這樣就叫做「任持其心」，聽不

聽得明白陳芷君？譬如你觀，觀不淨，觀到剩下一條白骨，一棚白骨了，這樣你這個

觀到白骨連串思想就「任持」你的心了，這個「任持」即是支持住你的心了。

11



怎樣支持？後面的心不再想了，如果你要想就要怎樣？要想就即刻想回你的白

骨，不想的時候就由得那個白骨在那裡了，不用再想了，這樣就叫做「任持其心」

了。即是支持著它，不要被讓它走了去別的地方，就叫做「任持其心」。「不多觀

察。」不需要在這裏想了，「不多觀察」，不用再想了。如果再想就想回那些。「其

於蘊等住心之法，謂先了知一切有為五蘊所攝，次於五蘊漸攝有為，即緣五蘊任持其

心。」

他舉了一個例，「其於蘊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這個等就「等」了十

二處、十八界，「等」，就將五蘊等來任持你的心，來控制你的心，任持你的心時

候，〔任持你〕心時候你就要怎樣？「先了知一切有為五蘊所攝，」先了解一切有為

法都被五蘊全部包括了，你要先明白這種道理，有些人就說學修定就不用了解教義

的，不用了解教義你又怎能知道「一切有為(法被)五蘊所攝」？你不學怎可以？是

嗎？有為法都是被五蘊，「攝」就是全部包括了，「次於五蘊漸攝有為，」然後在進

一步將五蘊，五蘊裡面包含這些、哪些、哪些，全部將它來擴大，就包括一切有為法

了。

五蘊來「攝有為(法)」，「即緣五蘊任持其心。」到這個時候，你就什麼都不想

了，沒有那個「我」的，五蘊裡面，一切有為法不出五蘊，而五蘊裡面並沒有一個

「我」的，根本就無那個「我」，這樣就只是五蘊，想 五蘊就不再想其他了。最後着

那一念就是五蘊，只有五蘊而已，有為法就只有五蘊而已，想到這裏就不再想了，這

樣就叫做「任持其心」了。「任持其心」有什麼好處？他答了：「譬如觀擇而修，能

生觀慧，如是攝略而修，亦引生勝三摩地，」一句。他說「如是」，譬如我們修觀的

時候，「觀擇」，「觀」就觀察，「擇」就是思擇，我們觀察思擇來修，即是修觀的

時候，我們觀得多就會產生觀的智慧的，「如是」，即這樣一來，「攝略而修，」即

是將一切有為法等等攝落五蘊來修，「攝略而修」即是修止了，「攝略而修」即是修

止的時候「亦(能)引生勝三摩地」的。「三摩地」即是定了。這個是「勝」字來的，

我寫慣了，一下就這樣。那些年青人學寫這個字，那個勝字與那個什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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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這個「膽」字，那些人這樣寫就算數了，是嗎？這個月、這個「月」字邊普

通是怎樣寫的？普通就寫成個「子」字那樣的，為什麼要這樣寫？我講給你聽，這一

撇，這裡這一撇，就是這一撇了，這裡就是這裡了，垂下來，這裡了，這裡撩上去，

繞一繞代表這裡了，所以寫個月字旁，所以你寫草書就是寫成這樣，譬如那個「勝」

字就是這樣。是嗎？理由就是這樣了。有很多是這樣。

譬如你寫個「日」字，普通寫個「日」字，普通就是這樣，這樣就是一個「日」

字了。或者這樣也行。那個「日」字普通的符號，這樣就是「日」字了。譬如你寫個

「問」字那樣。「有緣塊石、草木等物而修定者，自顯未達妙三摩地所緣建立。」一

句。他說有一種人就教別人修定，即是你「緣」，「緣」即是看住，那個心想住，想

住什麼？想著，有些人這樣，拿一個佛像擺在前面看著它，「緣」，或者拿塊石頭放

在前面看著它，用一塊東西、用一塊石頭、或者拿些木、或者草等物望著它來修定，

或者想著一塊東西來修定，這種人「自顯未達妙三摩地所緣建立。」這種人就不懂得

那種妙三摩地、修「妙三摩地」所緣，怎樣建立這個所緣他不懂。

「又有說於所緣住心皆是著相，遂以不繫所緣，無依而住，謂修空性。」剛才鍾

先生問的就是這種了。有一種人，那些禪宗的人就是這樣了，「於所緣住心」，對於

所緣境來將你的心停住要怎樣?他認為你的心住在一種東西上都是「著相」，「皆是

著相」，想那個佛像又是「著相」，甚至想空都是，什麼都不想就可以，你想著

「空」都是「著相」。他不明白，你說什麼都不想也是著這個「相」！「什麼都不

想」你都是概念來的！凡有概念，除非你沒有了概念，沒有概念你就見性了！你未見

性就一定有概念的！一定有名言的。

他這種人，所以這種人不讀經教，尤其是讀經教都不同，稍為讀一下西洋哲學的

書都懂一些概念的。凡想一種東西都是著相的，於是他主張什麼？「遂以不繫所

緣」，不想對境，「繫」即是綁住，不將所緣的影子來綁住心了。就「無依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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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逛(無束縛)那樣什麼都不想，停在這裡了，「謂修空性。」他自己說：我現在修

空性了！修空觀了！他不知人家空不是這樣「空」法的！這種人簡直就是無知。「此

是未解修空之現相。」這種人就是不了解如何修空的，這種人。現在這種人最多，我

看加拿大那些修定的人人起碼有一半是這樣的人，當知，那個「此」字，「當知爾時

若全無知，則亦無修空之定」了。這種人是蠢材是怎樣？什麼都不想。他說如果什麼

都不想，那時就入了「無知」的狀態了，如果「無知」就連修空都沒有了！都「無

知」了，是嗎？這樣最好、最好就是吃安眠藥了！

「若有知者，為知何事？」你說，不是呀！我都知的！他說：現在我要問你，你

到底知些什麼？是嗎？一定的，既然你說有知，一定知有種東西讓你知的，那你知道

什麼呢？「故亦定有所知。」所以一定有一個所知的境界。「有所知故，即彼心之所

緣，」因為你有所知的影子，這個影子就是你的心之所緣。「以境與所緣(與)所知」

這三個字「是一義故」，意義是一樣的。如果照你們這些人的講法就會怎樣？下面：

「是則應許凡三摩地皆是著相，」如果這樣就不要修定了！如果這樣修定都是「著

相」，「是故彼說不應正理。」這種講法就不合理。所以不要說我現在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想就是想著「什麼都不想」，即是想著這句話：「什麼都不想」。好了，這

一段就已經解釋過了，「正明所緣」了。下面我再講多一些然後才給你們。

「顯示何等補特伽羅應緣何事。」「顯示」即是指出，指出「補特伽羅」是人，

指出什麼人？「何等」就是什麼，指出什麼人應該，「緣」即是觀，應該觀某一種東

西呢？後面解了：「若唯有貪行」，那個「行」字加一個，撇一撇，「若唯有貪行應

於不淨緣安住其心；」如果你的貪欲重的，你就修不淨觀，修不淨觀來停你的心在這

裡，修止的時候。「若唯有瞋行，應於慈愍」了；如果你只是脾氣不好，又 憎忟 (煩

躁)你就修慈悲觀，所以剛才盧茵問我修慈悲觀，我就反問她：你是不是很 憎？看忟

你的樣子都不是 憎的，不過 憎的人是需要修慈悲觀，「若唯癡行，」「癡行」即忟 忟

是傻傻地，愚蠢，「若唯癡行，」那個「行」字即現象，「癡」的現象、蠢的現象，

「應於緣性緣起；」怎樣叫做「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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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有兩種，一種是十二緣起，是嗎？這種是「緣性緣起」，什麼是「緣性緣

起」？萬物都是由眾緣和合而成的。這種觀法叫做「緣性(的)緣起」。如果你這個人

木獨(木納)，蠢一些的就修這個「緣性緣起觀」。這些都是「淨行所緣」來的。「若

唯有慢行，應於界差別安住其心。」「慢」者驕傲，成日覺得我了不起的，「慢」

的，就要怎樣？修「界差別」觀。修人身不過六界所成而已，哪裡有我？

既無有我，你這麼高傲做什麼？是嗎？「若唯有尋思行，應於阿那阿波那念安住

其心。」如果你只是整日尋思，整天不想事不行的，「尋思行」，有一種人是這樣

的，不思考不行的，那些叫做「尋思行」，如果你只有「尋思行」的缺點你就要怎

樣？修數息，「阿那」就入息；「波那」就出息， n p naā ā ā 。你們、你們念入息、出

息最好了，有本《南傳念安般經》，這本是佛的金口親宣的，這本書。你們很多人

有？是嗎？

如果偏向的你就要這樣，選一種，有些人說樣樣都修一下，你這樣修做什麼？結

果你是沒有一種成，樣樣都做一下就沒有一種成。即是等於你學佛，今天學一下天

台，明日學一下華嚴，後日就三論宗，結果你到老的時候，我到底是什麼？打功夫，

今日這個禮拜學洪家，下個禮拜學道家，第三個禮拜學一下詠春，那就死了！結果幾

年以後，沒有一種打得成的，結果就是這樣。這些要揀一種，不是樣樣都有些，你就

這樣了。「若是等分或是薄塵補特伽羅，於前所緣隨樂攝心，無須 定。」决

如果你是「等分」，即是平等、平均，如果你樣樣都有些，貪心又有些，又不是

很厲害；惱怒、 憎又有些，又不是很厲害，「等分」行，「或是薄塵」樣樣都很忟

少，那個人根本就很微薄的，「塵」是指煩惱，這些貪、嗔、癡煩惱都很薄的，這種

人，這種「補特伽羅」，「於前所緣隨樂攝心」，你就在前面所講的這麼多種所緣，

「隨樂」，「樂」即是喜歡，那個「樂」字，「樂」即是英文的 like，like，你歡喜

哪種你就揀那一種來修。隨便選一種就行了，「無須決定。」無須指定說一定要修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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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好了，下面就講了，修有三種人了，一種就是什麼？偏的，偏一面的，特別忟

憎多一些，或者是蠢的，偏一面的，偏向一種。第二種是等分的，樣樣有些的。第三

種很微薄，樣樣都有些，樣樣都很微薄。三種人。自然第三種人就最高級了。是嗎？

所以他告訴你聽。「又增上貪等，經極長時；」如果你是什麼？「增上」，「增

上」即是偏向、強烈，貪心強烈一些的，或者嗔心強烈一些的，或者傲慢強烈一些

的，「增上」，「增上」即是強烈，對於貪、嗔、癡其中一種強烈一些的，這種人你

固然是要修一種，而且很難得輕安的，很難得心定的。要「經極長時」，這種人要經

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夠入到定的。「等分行者，非極長時；」如果樣樣都有一些就不用

很久，不用太長的時間他就能入定了，「薄塵行者，速證心住。」

如果樣樣都微薄的，很快心就可以入定了，「心住」就是心能入定了。「善巧所

緣為何補特伽羅之所勤修？」有幾種我觀五 、十二處、觀十八界，這些，這些還是藴

留將來再講，太多不行，明白嗎？現在怎樣修？差不多你走出去做師傅都可以了，教

人修都可以了，你還可以說這些就是佛家正宗的了，出自何處？宗喀巴、宗喀巴大師

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的。

聽眾：1988年 7月 15日。

聽眾：如果是惱怒多的，脾氣不好的就應該修慈悲觀，若果那個人的頭腦蠢鈍

的，癡得多的，最好就修緣起觀，如果那個人傲慢的就應該修界差別觀，如果整天想

東西多，不想不行的，那些叫做尋伺行，多東西想的，最好就修阿那般那念，即是數

息觀，數息觀我已經介紹了給你們那本《南傳念安般經》，這本是最正統的，是最靠

得住的，是佛講的這本經。

我就修念數息的，下面了，若果是等分的，等分者，樣樣有些，是嗎？思想又

多，又不是很聰明，又有多少脾氣，即是等分樣樣都有一些的，就應該要怎樣？就任

你修哪一種，歡喜修那一種就那一種。同時「薄塵」，「薄塵」就最好了，即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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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煩惱很少的，就任你選擇修那一種。你們很多都是薄塵的，間中有一些，我都是

「薄塵」的，塵擾很少，我連到電視都不喜歡看的，你說請我看現在的天虹體育館，

那些人說這麼靚，我都沒有什麼興趣去看。

聽眾：不好看。

羅公：或者增上貪的，或者增上嗔，或者增上癡等，等包括癡，「增上貪」者，就是

貪特別厲害，「增上嗔」就是那個惱怒心特別厲害，脾氣特別壞，「增上癡」

就是這種人特別蠢的，要經極長時，然後才可以怎樣？

證得心住，下面要十幾分鐘才證得心住，要很長時期，「等分行」即是樣樣都有

一些的那些，不用很長時間就可以了入定，入得到，證得心住了。「心住」者，即是

一心不亂，薄塵行者很快的。這樣，已經說，有一種善巧所緣，「善巧所緣為何補特

伽羅之所勤修？」他問。「蘊善巧」、「處善巧」、「界善巧」這些這樣的所緣境，

哪一種眾生，「補特伽羅」即是人，哪種人適宜修呢？

「若愚一切諸行自相，或愚我有情命者、生者、能養育者補特伽羅事，應於蘊善

巧安住其心。」一句。如果有一種人蠢在，「愚」即是蠢在，蠢在什麼？蠢在一切法

的自性，即是對於一切法都硬是執它為有的，這種人執它有自相的，就要修什麼？修

蘊、處、界隨便揀一處來修了，若「愚我有情命者、生者」，這幾個即是《金剛經》

的所謂什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現在那些人解《金剛經》十個有九

個半錯，「我」、「有情」、「命者」、「生者」都是什麼？

是那個「我」的別名來的，現在的人解錯了，說「我」、「我相」，即是我自

己，「人相」就是別人，「眾生相」即是一般這些人，「壽者相」即是老人。哪裡是

這樣解的！根本不是這樣解的。你看看這四個字？「我」即是主宰，執著我有個主

宰，執著那個靈魂的別名，「有情」，眾生、有情；「命者」，壽命，每個人有一個

壽命，有壽命的主人翁，即是那個什麼？靈魂的主宰，「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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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人相」、「眾生相」，這個「生者」，就不是《金剛經》的那個，

「生者」即是我們能夠投生的那種人，這三個是同《金剛經》的。「能養育者」又是

一個人，能夠在世間做養育的，做養育的事的主宰，這些都是「我」的別名。如果有

些人這樣執著有些這樣的東西，即是換言之執著有實的靈魂，執著有個「我」的，

「應於蘊善巧安住其心。」修五蘊，所謂生命就是那五堆東西，並沒有一個實我的，

觀得多你就不執著我了。

「若愚其因，應於界善巧；若愚其緣，應於處善巧；」如果「愚其因」，「愚」

即是蠢，蠢在對萬物的東西不能夠追尋它，不能夠了解它的生起的原因，這種人就最

好修十八界，「界善巧」，因為界善巧，十八界的界字西藏人有兩個解法的，普通就

兩個解法，如果嚴格來講就三個解法，那個「界」字，你看佛經看著那個「界」字，

第一個解法就當「類」，當種類解。例如什麼？這些是金融界，那些是農業界，這些

是商界，當種類解。第二個解，那個「界」字當因由解，因。例如什麼？十八界就譬

如眼界，普通眼界不是指眼那一類解的，有人這樣解，當那一類那樣解，如果真正的

解法，「眼界」者即是什麼？我們的眼不是憑空有的，即是有原因才生起的，這個原

因是什麼？是種子來的，有眼的種子然後產生眼的，種子即是因了。

「眼識」不是憑空就有「眼識」的，是有個「眼識」的種子，眾緣具備那些種子

就爆發出來成為「眼識」的，十八界的「界」字普通就當「因」字解，亦有人當類

解。這是第二個解，那個「界」字當因解。第三個解，那個「界」字就當什麼？當

實、當本質解，當實質解。例如什麼？法界，真如法界，法界，「界」即是實質，

「法」即是一切事事物物，一切事事物物的實質，這個即是真如，真如就叫做「法

界」。這樣就當實質解，當宇宙的本體解，如果如其因，十八界就當因解，修十八

界，如果不知道樣樣東西有因的，修十八界，修十八界修得多，每見一種東西都一定

想到它有個因的。他說：「若愚其緣，」「若愚其緣」又怎樣呢？「緣」大家識解？

緣有四種，識不識？江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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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等無間緣。

羅公：什麼？

聽眾：等無間緣、所緣緣。

羅公：等無間緣、所緣緣、什麼？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

聽眾：增上緣。

羅公：還有呢？陳芷君識不識？還有什麼？

聽眾：因緣。

羅公：因緣，四緣。

有沒有人不識？要不要講給你們聽？四緣，講給你們聽也好。佛家就認為有為

法，一切的有為法，無為法不由眾緣所生的，有為法都是由於眾緣和合產生出來的，

當那些緣一散那件東西就滅了，這樣就叫做「緣生」的那種道理，緣有幾多種呢？緣

有四種，四種、記住四種。第一種，何解我要講？因為其中那個因緣最重要的，兩種

不同的解法的。第一種，真是緣只有一種而已，因緣是什麼？這個因緣最重要的，那

個main cause，直接產生東西的，是主因，或者可以解為要素，沒有它不行的，一

種東西產生非有它不可的，這個是要素，主因、要素，就叫做因緣。

譬如有棵禾，就這棵禾來講，產生這棵禾的最主要的要素是什麼？那粒穀是嗎？

其它都是次要的條件，那粒穀是最重要的條件，如果沒有它是不行的，你縱使給它一

粒花旗參種下去，將高麗參放下去種，花旗參就只是種出花旗參，不會種出禾的，高

麗蔘也只是種出高麗蔘，不會種出禾的，一定要用穀然後才能夠種出禾的，所以它是

主要的條件。這個主要的條件就叫做因緣。

增上緣，增上，「增」就是增加，「上」者就向上，那些東西，一種東西在這

裏，另外第二種東西會幫助它的，令到它增，令到它的威勢增加的，令到它向上發展

的這種幫助的力，幫助的力量就叫做增上緣。所以增上緣的「增上」這兩個字就當什

麼？「輔助」那樣解，輔助它。不過嚴格來講不是只當輔助的，是令到它的威勢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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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令到它向上發展。例如我們種一棵禾，最主要就是穀，穀是因，因緣，但是只是

有穀不行的，只是有穀不會產生禾的，你將那粒穀放在雪櫃裡面，放在冰箱入面就十

年都不會出禾，是嗎？

但是你放進泥土裏面，它就正式會出禾了。所以縱使你有因緣，有那粒穀，如果

沒有泥，那粒穀也不會產生禾的，所以它是一個什麼？所以除了那個主因之外，它是

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它能夠，那些泥土能夠使到那粒穀種的威力，威力即是 power

或者那個 energy 增加，很快就出一棵禾，助它了。所以那些泥土是生禾的增上緣。

是嗎？

增上緣只有一種不行的，一種不夠的，很多的，譬如你一味有泥，堆泥落那粒穀

種處卻不淋水，它一世都不會出的，即是說那棵禾的成功，除了有穀這個因緣之外，

還要有什麼？最低限度要有兩種增上緣，至少，兩種不夠的，不過我們現在數就兩

種，一種就是泥，一種就是水，是嗎？增上緣。只有泥與水，沒有太陽曬是不會出

的，它不會新陳代謝，那些葉綠素也不會起光學作用，所以怎樣？陽光了，沒有陽光

不行，所以陽光是增上緣，是嗎？

還要怎樣？那粒穀在穀倉入面是不會行出去田裡的，要那個耕田人在倉庫裏把它

拿出來，還要耕田人去淋水才行的，即是說什麼？那個耕田佬又是增上緣。還有，如

果種了穀，沒有人食穀的，沒有人吃米的，那就沒有人種了，所以那個食米的人都是

間接的增上緣來的，不然拿出去市場沒有人買，有誰會種呢？所以連那個吃米的也是

增上緣。是嗎？增上緣就很多了。連運穀出去街市賣的那個開車司機都是增上緣，如

果沒有他，沒有人運輸就沒有人種穀了，種了放在這裏也沒有人把它運出去賣的，是

嗎？

還有氣候變化都是增上緣，整天都是這麼熱的，那些穀就不生了，又要什麼？一

熱一冷，這些是氣候的變化都是增上緣。真是無比那麼多！空氣裏面那些氧氣也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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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緣，那些禾，白天它就吸那些碳酸氣，放氧氣出來，那些葉，那些樹葉，那些禾葉

到晚上就怎樣？吸了氧氣再放出二氧化碳氣出來，即是說什麼？那些空氣都是它的增

上緣，無比那麼多！那個空地都是增上緣，是嗎？

如果，還有，沒有人犯它都是增上來，譬如附近有個乞丐，還要那個乞丐不住在

那裡，還要那個乞丐不在那裡燒火才行，乞丐不在那裡燒火煮飯都是增上緣，如果乞

丐日日在那些禾旁邊燒火煮飯食就死了！那時候那棵禾一定不生的，是嗎？即是說增

上緣無比那麼多，是嗎？就是增上緣了。一種東西，那棵禾產生不是一個因就行的，

除了一個因之外還有多種增上緣，沒有是不會成功的。少些，增上緣越多那些果實就

越妙，增上緣越好那棵禾就越靚，肥料越好那棵禾就越靚，如果是瘦的，那棵禾就奀

(瘦小)了。

又例如你養兒子，你生個兒子出來，你想他將來發達，最好就讓他讀書，至少都

要他 college畢業出來這樣才好。如果他是小學畢業的，那就四圍遊蕩了，這樣阿飛

(不良青年)就有得他做了。做老闆就少一些，就不是說沒有〔可能〕的，是嗎？中馬

票都有人中，他都有也不定，不過一般來計，那些小學畢業連中學都不進去讀一下

的，出來社會也是晉升不起的多。而且晉升得起的人很少是小學畢業的，多數都是專

上學校畢業的，所以你的兒子想養得好，培養他，教育他。這個是增上緣。

這樣即是說什麼？很緊要的這種事，你看它很簡單，但是很緊要的，你想你的兒

子發達就整多一些發達〔的條件〕，發達是果，是嗎？如何得發達？整多些增上緣，

供書給他讀，第一就供書給他讀，不要省錢，供書給他讀；第二就是什麼？整好衛

生，不要給他亂吃東西，吃到成個身體孱弱，檢點的衛生，管束他，不要給他糟蹋自

己，各種增上緣具備，你的兒子就會成功。所以如果你想整壞他也是很容易的！

譬如我與你是有仇的，如果我想害死、害你的家很容易的，你有一個兒子嗎？

好，得了，我就是滿足你的兒子，你想吃什麼？好呀！不如就食兩口白面(毒品)，很

21



刺激的！吃了之後飄飄欲仙的，你試一下，我沒錢。沒有錢？我給錢你去食，那裡的

舞廳很好，去跳舞吧！沒錢？沒錢我來出嘛！你想吃壞的東西硬是給他、供給他，害

了你了！那個就真是害了你了！所得到的結果是怎樣？他整個兒子就變成壞蛋了！什

麼仇都報了！不用拿槍，拿槍拿刀去殺人那麼笨的！整壞你的兒子你就一家都沒有用

了！是嗎？

所以增上緣很重要，同是一個孩子，你好好地培養，他將來會做科學家，或者他

做政治家，做總理，做總統都不定。如果壞壞壞，他做賊頭都有可能的。增上緣，同

是一粒穀很奀(弱小)的又是那棵禾，很飽滿的一禾九穗又是禾，就看你怎樣培養，增

上緣。好了，就要具備有兩種，有穀做因緣，有水、陽光、肥料做增上緣，就有禾出

來了。

如果是物質的現象就兩種緣就夠了。不過第二種很多的，因緣就是一種，增上緣

就越多越妙，如果它是精神，是心，是心靈，是心，物質，如果是matter就兩種，

那種果是matter就兩種，如果它是mind，一種是精神現象的出現，兩種緣不同，

就要怎樣？所緣緣，最尾的緣字是 noun，名詞，這個第一個「緣」字當認識那樣

解，是動詞，所緣的緣，即是 object，所緣緣即是 object。那種東西、境界，「所

緣緣」，所緣的東西又是一種條件。譬如我們的，譬如我們的「眼識」，「眼識」是

我們心靈的作用，「眼識」出現要有什麼？要有因緣，「眼識」的種子，因緣，有增

上緣，眼球與眼球裏面的那些視覺神經是增上緣，如果你那個眼球不好，就要加一個

這種東西，眼鏡也是增上緣，是嗎？

還要有什麼？適度的光線又是增上緣，然後是各種因緣、增上緣，這樣就應該有

「眼識」出現了，是嗎？還不行，有東西給它看才行的！是嗎？沒有東西給它看，它

怎能看到東西？是嗎？所以被它看到的那種東西就叫做所緣緣。是嗎？同一樣道理，

「眼識」如此，聽呢？「耳識」呢？「耳識」是什麼？有因緣，「耳識」的種子，第

二，這個增上緣，這個「耳識」裏面的聽覺神經，還有這個耳廓，是嗎？還要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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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適當的空間才行，還要沒有東西吵著它，如果吵著它，呯呯砰砰也是聽不到東西

的。

又要有什麼？要有一種東西給它聽到才行，被它聽到的那種東西就是所緣緣。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要，「意識」要不要？「意

識」也有「意識」的種子的，有因緣的，「意識」的增上緣是什麼？你的腦就是「意

識」的增上緣，打爛你的腦你就死了，那時就無「意識」了。還有，增上緣除了那個

腦之外，比腦更加重要的那個是什麼？那個「第七末那識」，那個意根，那個、那個

是最重要的增上緣。

除了增上緣，你的「意識」起除了增上緣還要所緣緣，所緣緣是什麼？「意識」

要什麼所緣緣？「眼識」看東西要有「意識」一齊起的，當我看見這個觀音菩薩的樣

子的時候，那個「眼識」就好像影相機那樣影到了它而已，不知道它是觀音菩薩像

的。我們的「意識」就認出這個是觀音菩薩像，這個不是文殊，是嗎？那個意識一

樣，我閉上眼睛那個「意識」都起的，哪裡有所緣緣？閉上眼睛也有的！譬如你現在

閉上眼睛去想，孫行者大鬧天宮，我現在想像它拿住那支棍亂打一通。那個就是什

麼？那個不就是所緣緣了！是嗎？

譬如你現在計數，三加三等於六，當你這樣想的時候，你那個腦，你那個「意

識」裏面是什麼？第一個是「三」，是嗎？第二個是「加」，然後是第三個，第三個

影子是「三」，然後「等於」，等於什麼？等於「六」，這麼多個影子的，那些影子

一個、二個好像電腦打出字來那樣的，那個就是什麼？所緣緣來的。你說我很掛念我

的媽媽在鄉下不知怎樣？當你這樣想的時候，那個「意識」這樣想的時候，就是整幅

媽媽的樣子在鄉下是怎樣，那個就是所緣緣了。是嗎？這即是說「意識」活動都有所

緣緣的。好了，來到這裏就有人問了，你就未曾聽唯識，他就去聽，他去聽，意識，

不是！這樣除了六個識之外我講到還有一個第七末那識，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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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

羅公：「末那識」有沒有因緣？陳芷君你說有沒有？有，它一定要有因緣才可以的。

第二，不是！那個「末那識」有無增上緣呢？想一想有沒有增上緣？一定要有

的，記住，沒有增上緣不行的，很多東西是增上緣的，它的增上緣是什麼？主

要的增上緣是什麼？所以七個識一定不夠的，一定要整夠第八個的，那個第八

識是那個第七識的增上緣來的，沒有它不行的，做根據，那個第八識是它的增

上緣。好了，知道了第七識有因緣有增上緣，有無「所緣緣」呢？有沒有「所

緣緣」呢？有沒有？有！什麼是它的「所緣緣」？

聽眾：整天執著那個我。

羅公：是！整天執著那個「我」的那個思量，第七識整日思量，思量著什麼？思量那

個我，那個「我」就是所緣緣，是嗎？都有所緣緣。

所以凡是心靈現象起，除了因緣，除了增上緣之外，一定還有所緣緣，是嗎？物

質就不是，物質是死物來的，怎會是所緣緣呢？這樣就第三個緣了。第四個緣，譯做

「次第緣」，新譯就譯做「等無間緣」，舊譯譯做「次第緣」，你們有沒有人讀過

《中論》？有無人讀過？陳芷君看過沒有？被我記的名的就很論盡(麻煩)，整日問，

所以舊時的學生第一就最怕坐第一、二行，對著我，我最歡喜問人，第二最怕被我記

得名字，別的不記得我想問都不行，一記得名，問你知不知道，是這樣的。「等無間

緣」是怎樣呢？譬如這樣，你入去一些大廈不是有些，我不講大廈，你去搭地下鐵，

是嗎？不是有那些像車葉那樣，第一個過了第二個才能過的〔入閘機〕？用一支棍在

那裡隙住的，是嗎？

第一個站在那裏不動，你在後面就行不了的，要第一個先行出去，讓出位置給你

過去的，那個讓位置給你的那個就是什麼？「等」者，就是連續，你跟著他就是連續

了，那個「等」字當連續，無間，中間沒有東西隔住的，如果中間有個人隔住那就輪

不到你過了，是嗎？你直接黐著他的，無間的，中間連續又沒有東西隔開的那種緣，

明白嗎？這樣就很容易解了。你乘搭地鐵，有沒有？你們有乘搭地鐵不是要過那裡

嗎？那個前面的就是你的等無間緣，要他讓位給你，是嗎？「等無間緣」，它又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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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緣」，跟著來的，次第緣，物質就不需要這個緣的，剛才我不過是個譬喻，那

個說你走過去那些。

心靈的作用起一定要有個「等無間緣」，一定要有個「次第緣」的。譬如你這

樣，我現在正在聽收音機，正在聽那個白雪仙在那裡唱《帝女花》了，我聽得很有味

道的時候，忽然間，忽然間那裡一隻老鼠砰一聲推一推，將整個鐘推了下來，這樣剛

才我就正在聽《帝女花》，但現在我就不聽《帝女花》了， 一聲！我就整個精神就嘭

移到聽到 一聲是什麼道理了。即是說什麼？不同時的，是嗎？聽《帝女花》的……嘭

聽眾：那剎那。

羅公：那個「意識」與那個「耳識」(與意識)要讓位，stop了，先停了，就要讓位給

我現在想被老鼠推下來的那種東西。是嗎？

聽《帝女花》那時的那個「意識」與「耳識」就是什麼？我現在看老鼠推跌東西

的那個等無間緣了，聽不聽得明白？「等無間緣」。一定要這樣才行，沒有等無間緣

不行的。沒有等無間緣，我們不能同時想兩種事情的。可能你駁我，有時想兩種東西

都可以的，你以為想兩種東西？是輪流、輪流那樣來想的，不是真是想兩種東西的。

一個細路哥念書，先生要它念書，譬如他念「人之初，性本善」那樣，一路口在念，

一路那個心就想：快些念完我去打球了。那時候，你以為他真是一路念一路想打球那

樣嗎？

間住的，間住的，間住的，我也時時都可以的，間住的。我與你講兩句，即刻答

兩句。你知道嗎？那些人，那些地產公司的那些經紀，你知道嗎？這邊一個電話夾

住，在這裡講兩句，那邊一個電話夾住又講兩句，時時這樣的，你見過沒有？舊時的

經紀行，香港的那些經紀行的人就時時都一邊夾一個電話了。現在地產公司的那些人

都是這樣的。這個問他就答這個兩句，跟著就答那個兩句。你以為他一齊答兩個？不

是的，這裡停一停就答那個，那個之後就用回憶記回你剛才講什麼，是這樣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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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等無間緣」。沒有「等無間緣」，不可能想事情。好了，你又駁了，如果一講

這些，佛家就講少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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