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那個中有、中有身飄飄蕩蕩去到一處地方，啊！這裡真是爽！在這裏入定就最

好了！它就即刻在這裏入定，它生無想天之後最初還是有想的，一入到定之後就變成

無想了，五百、無想定的壽命可以入定五百大劫，五百個中劫，當他出定的時候，這

個地球已經壞了幾次了，再成過幾次這麼久了。當他再出定的時候，人間已經不是那

個世界了，他再出定的時候就起了一個意識，我現在出定了，那個「等無間緣」在那

裡？

聽眾：在當中？

羅公：是五百劫之前，最後他入定了那個意識，中間的真空可以五百大劫都可以，是

嗎？

譬如六祖死的時候，他是入滅盡定才死的，他入滅盡定之後，實在他到了五百年

後再出世的時候，他再出定了，出定要入胎的，出定入胎的時候，原來他的「等無間

緣」是他死時留真身之前的那一剎那的意識。那個「等無間緣」是可以隔這麼久的。

這樣就解釋到了，何解無想定出來他一樣可以的，可以解釋到的。佛家妙就妙在經過

這麼多年，那些人有什麼問題，你那些人想不通，他早已經想過了。佛家尤其是唯

識，他答你這些問題是答得非常之巧妙的。這即是說，現在結論了，一種物質現象的

出現，所出現的現象就叫做果，果一定要有因與一定要有緣，是嗎？

它的因與它的緣如果是物質現象就有兩種，一種是因緣，一種就是增上緣，如果

是心靈現象出現就要具備四種緣才會有果的，一就是因緣、二就是增上緣、三就是所

緣緣，四就是「等無間緣」。這是佛學的最基本的知識。香港會考差不多每隔年就有

這個題目出的，什麼叫做「四緣」？那些很多就考過了，那個什麼覺岸的那間學校，

寶覺的學生年年都要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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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羅公，那個所緣緣，所緣是不是即是對象？

羅公：所認識的對象。這個對象是緣來的，叫做「所緣緣」。

聽眾：即是那個境界？

羅公：即是境，境。

聽眾：剛才那個「等無間緣」就有了，是嗎？有沒有「等有間緣」？

羅公：無，無，只有「等無間緣」。

不搞清楚你以後看佛經就很棘手的，什麼叫做緣生？一切法、一切東西都是眾緣

和合而生嘛！眾緣是什麼？這四種緣，一種緣可以嗎？佛家否認的，記住！一因不能

生果，一定要因與緣配合才能夠生果，記住！記住！一因不能生果，如果一因可以生

果的，就會怎樣？很多問題了，即是一個上帝就可以創造很多東西。何解佛家不肯說

一個上帝能創造出這麼多東西？

即是一個上帝，孤一個因不能生。而且我們從經驗上，單一個因不能夠生果的。

怎樣？你種一棵荔枝，拿個荔枝核就可以生果了？是嗎？你不要以為荔枝核會生出棵

荔枝，要泥土的！而且同是一粒荔枝核，如果你是將桂味荔枝核拿去種，很好肉的桂

味，好像增城掛綠那麼靚的，差不多的桂味荔枝核，你拿它來加拿大種，可能種出什

麼？種出糯米 那麼大的荔枝，或者那個核比紅棗還大都說不定的！何解？那個緣不糍

同了！增上緣不同。是嗎？

我們食菜，我講一句很俗的話，你用那些化學材料來種菜，與我們鄉下用那些屎

尿，用尿來淋，用屎來做肥料的菜，人家那些菜特別香甜的，用屎來種的菜特別香甜

的，你用化學肥料來種的都不好吃的，只得一個大，你試一下，我們鄉下種的那些菜

心不知幾靚的！哪裏是用什麼化學肥料的？不就是用自己家裏面的那些肥料！是嗎？

這個增上緣不同就不同。所以你不要怪，是嗎？

同是一個爸爸媽媽生的兒子，一個就讀書，是嗎？好好地管教他，一個由得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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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將來的境界就完全不同，這個是增上緣的作用。增上緣是很重要的條件。答案

即是說，你想做成這件事，你一味去幻想是沒有用的，要怎樣？製造條件就可以了，

即是我剛才講，你與他有仇，你想害死他一家，害他的兒子，你要製造條件，怎樣製

造條件？教他吃白面（毒品），教他整日去跳舞，教他整日去享樂，製造這些條件，

他就成個壞孩子了。現在的人你想講佛法，這一套你都要識得一下才行，不然……

聽眾：這裏漏了一個「口」字。

羅公：什麼？

聽眾：第二那個，否定？

羅公：什麼？

聽眾：第二那行。否定。

聽眾：第二，否定。

羅公：否定的否定，我講完這個第一條，就去 break了。

什麼叫做矛盾的統一呢？它拿了中國的《易經》，陰陽二氣不斷互相摩擦，就互

相矛盾，即是兩種互相矛盾的東西不斷摩盪，它這條律是怎樣的？我很簡單講這條律

你聽一下矛盾的統一。世界上任何一種東西，不用這麼文雅，任何一種東西都是兩種

互相矛盾的東西統一結合起來的，聽不聽得明白？

世界上不論什麼東西都是由兩種相矛盾的東西統一起來的。不是單純的，矛盾的

統一。它舉例了，譬如你不斷生長，生，你的生命，生命是一件東西，是嗎？生命的

東西不是生命那麼單純的，所謂生命是兩種東西統一起來的，第一是生，生命嘛！第

二就是什麼？死！非生，兩種東西結合而成為所謂「生命」，因為你之所以是生命

者，不斷生，但是你又不斷死的，新陳代謝嘛！是嗎？今年的你已經與去年的你不同

了，因為你的生命裏面有很多你的東西已經死去了，又有很多新的東西生了出來，不

斷生、不斷死生，生命是如此了。好了，它將來講到什麼？講到社會了，社會有很多

種，有一種就叫做原始共產社會，原始的，大家一起去打獵回來，大家一齊吃，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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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丟了，沒有人說我拿回去留到明天吃，沒有的，沒有私有財產的，最初的時候，我

們猿人時代，最初的時候那些叫做原始的共產社會，最初是這樣。

它說原始共產社會不是這麼單純的，是有兩種互相矛盾的東西統一起來的，哪兩

種？第一種就是共產，第二種是反共產，反共產。何解？何解共產為什麼會反共產？

他說共產社會的特點就是什麼？沒有個人私產，沒有個人佔有，是嗎？相反共產的就

是個人佔有的，在一個沒有個人佔有的原始共產社會裏面就有兩種矛盾出現在這裏，

一種就是什麼？反個人佔有，什麼都是公有，一種就是什麼？個人私有，兩種混合在

這裡。

我們看不到而已，當我們看得到的時候就只有看到一面，看到他沒有個人私產的

一面，看不到下面潛伏的有個人佔有的那一面，是兩種東西統一起來的。任何東西都

是這樣，現在我們以為它共產、原始共產社會，好啊！這樣就好了！你不了解它後面

有一個黑暗的、個人佔有的私有財產的質素在裏面，這種原始共產社會一路發展，一

路發展，去到最後漸漸會衰落，當原始共產社會衰落的時候，那些個人佔有就漸漸抬

頭了，初時就共產抬頭，是嗎？

像細路哥（兒童）蹺那些木板那樣，兩個幼稚園細路哥在那裡蹺，你升高他就

低，是嗎？漸漸地高到極的時候你就要變成低了，當你低的時候它就拉平了，佔有與

共產拉平了，再進一步是怎樣？原始共產社會破產了！耷了！這個就抬頭了！私有財

產會製造抬頭，這樣當它原始共產社會耷都極，而這個私有財產的社會抬頭的時候，

那時就是一個大轉變了，這種大轉變就叫做革命了，兩種東西矛盾，矛盾到極，初時

就是什麼？東風得勢，後來就西風得勢，當西風盛到極，完全壓到東風的時候，那時

就叫做革命了，一革命就來一個大轉變了！

以前就漸進的，慢慢、慢慢來，一到大轉變的時候就突變了，這個就好像佛家的

那個見性那樣，一路修，一路修，修到當時突然間覺得大地平沉、虛空粉碎那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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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個突變了，你不要以為不聰明，不過這種聰明就不是共產黨發明的，是它的老師

是黑格爾發明的，黑格爾就曾經讀過中國的《易經》，亦曾經讀過印度的《吠陀》，

印度那些《吠陀》，他就將那套印度教與中國的《易經》就整了去在德國講學。這樣

就同一樣，當這個原始共產社會一崩潰的時候，一個新社會出現了！新社會叫做什

麼？那時就叫做奴隸社會了！奴隸是私有的！我是一個奴隸主，我可以有五百個奴

隸，你別的奴隸主，你可以有一千個。我這個奴隸男多女少，我想生出一個奴隸仔，

我用一百個奴隸、男奴隸與你換一百個女奴隸回來，這個奴隸的私有財產，既然有奴

隸的私有財產，我要有很多東西來養奴隸的，於是就越整私有財產越多，於是就變成

叫做什麼？

奴隸社會了，奴隸社會也是兩種矛盾的結合來的，一種是什麼？奴隸了，奴隸制

的佔有，第二，反奴隸制，當奴隸社會初期的時候，就是奴隸制一路興起，但漸漸地

就會衰落了，物極必反，它就學足這套東西。諸行無常，你知道嗎？什麼東西都會變

的，諸行無常。本來盛極就會衰落了，奴隸社會盛極的時候，個個奴隸主動不動有一

千幾百奴隸的，中國的商朝就是奴隸社會了，它又講得都幾似的，商朝的奴隸主死了

就要用奴隸殉葬的，現在發現了那些什麼殉葬坑，裡面的那些奴隸個個鎖住那條頸躺

在那裡，那些奴隸主死了，就殺那些奴隸來殉葬的。殉葬這種風氣是奴隸社會的產

品，這點沒有講錯的。這樣奴隸社會出現了，盛到極的時候，那種奴隸社會盛到極的

時候，一個田主就不知幾多農奴、奴隸替他耕田的，供養他，奉他的。這樣，好了，

漸漸地就衰落了！

漸漸地就會衰落了！凡盛極必衰，當奴隸社會盛的時候，那些奴隸制抬頭了，就

最高了，這種最高高到頂的時候就低了，下斜坡了，反奴隸社會就抬頭了，反奴隸社

會抬頭到極的時候，就怎樣？就砰一聲又來一個突變了，又來一個革命，那時就變成

什麼？奴隸社會崩潰，就變成什麼？封建社會了，所謂封建社會是怎樣？你說它是原

始共產嗎？不是！

它又不是原始共產，原始共產就沒有個人佔有的，封建社會也沒有，人民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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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些諸侯，那些封建主他們獨佔，你這些人想耕田、想吃飯就要走去他那裏領田

耕，一夫授田百畝，給你田耕，耕者有其田，但是你要納稅給奴隸主，他們公、侯、

伯、子、男一味收、收稅來養，來吃，這些既不是原始共產社會，又不是奴隸社會，

這些是什麼？兩種綜合的，這些叫做封建社會了。再講，封建社會也是兩種矛盾統一

起來的，一種封建制，一種就反封建制，於是封建制社會一路發展到差不多上下，那

些反封建社會就抬頭了，這個反封建叫做什麼？

這些叫做資本主義了，那些資本家，那些商人漸漸發展勢力強，就打倒封建制

度，於是就怎樣？法國大革命了，那些資產階級就打倒那些公、侯、伯、子、男，那

些封建主了。就來一個革命了，那時變成什麼？封建社會崩潰了，一個新社會出現，

就叫做資本主義社會了。好了，它就這樣了，教那些青年，你看看資本主義社會，資

本主義社會都是兩種矛盾的綜合的，一種是資本主義，一種是反資本主義，現在的資

本主義社會就盛了，你看美國的摩天大廈就那麼高了！

將來那些反資本主義的抬頭就怎樣？階級鬥爭的結果就是什麼？社會革命了！那

些大摩天大廈變成什麼？會變成平民宿舍的了！那時那些就是無產階級的世界了！資

本主義盛到極的時候，就是那些有錢人最惡了，漸漸、漸漸地，那些流弊就產生了，

當然資本主義是有很多流弊的。慢慢地無產階級就抬頭了，初時就被你抓住脖子動不

了，漸漸地整出了工會，就罷工了！漸漸地罷工都不夠就怎樣？作反了，是嗎？作反

到極就無產階級專政了，於是資本主義社會就崩潰了，一變，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了。

這樣，這種的講法他並不依他老師黑格爾，他另外自己一套叫做社會發展史了，

現在多倫多似乎沒有得賣，你去紐約那些比較左傾的書店不妨買兩本《社會發展史》

來看，裡面的講法就是我這種講法，為什麼羅生你懂得？我後生的時候，十來廿歲讀

書的時候，不左傾都不叫做夠資格，那時越左傾叫做就越新鮮，學校就禁止，大學裏

面就禁止拿這些《辯證法唯物論》、《社會發展史》那些入課室的，我們在宿舍，在

熄了燈之後，豎起洋燭來到，宿舍十一點熄燈，十一點後將現在讀那些《辯證法唯物

論》，讀那些《唯物史觀》等等那些，撳（壓）不到的，所以我現在還是這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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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種東西都是兩種互相矛盾的東西統一起來的，初時就這些佔優勢，漸漸地

就另外一種東西佔優勢，當它優勢轉換的時候就革命了，兩種互相，何解會革命？因

為兩種東西互相摩擦，這些叫做、這些叫做鬥爭了，階級鬥爭了。鬥爭到最後，那些

後來就勝利了，這就叫做革命了。搞到現在又不知怎樣，說不定又是互相矛盾，他們

也有很多矛盾的。漸漸地搞到怎樣矛盾就不知道了。這樣講了第一條，矛盾的統一。

這種就叫做否定的否定，何解叫做否定的否定呢？這條律又叫做正反合，正反合律，

正反合律，任何一種東西都是這樣的，要發展都有一定的形式的，歷史也不例外，歷

史的發展就這樣，一定要先有一個正統，正就是正統，正統，正統是無常的，整日

變，一路一路會變化的，漸漸地它就會變，當它變的時候就產生一種反動，一種主動

的東西一定有反動，正統的東西漸漸地就產生反動，反動，正統的反動，反動不是憑

空來的，是由正統自己產生的，為何自己會產生？

因為所謂正統都是兩種矛盾的東西來的，初期它得勢的時候它是正的，漸漸地它

衰落，與它相反的東西 出來它就反動了，反了，就即是剛才的矛盾論，從平面來看飈

就叫做矛盾的統一，與縱線來發展就變成什麼？譬如甲與非甲，每一種東西，譬如一

種東西是由甲與非甲兩種東西造成的，初期就甲抬頭，正統了，但是漸漸地非甲就會

出現了，漸漸、漸漸就得勢了，得勢得到差不多上下的時候，甲與非甲拉平了，漸漸

地非甲抬頭了，就壓低這個甲了，到最後，這個甲被壓到呼吸都呼吸不過，硬是由非

甲最惡了，這樣就整個局面轉變，革命了，當革命之後就叫做反，是嗎？

由正產生反，反就萬世不變了？又不是，也變，反的結果不會長久的，一定就產

生一個叫做合，一定是產生合，這個合既不是原來的正，亦不是後來的反，而是那個

正受過這個反的洗禮之後，舉個例，它用這種正反合來解釋，從社會來看就叫做什

麼？社會的辯證法，就是歷史的辯證法了。

如果將這個觀點來解釋自然現象，就叫做自然的辯證法，先用自然來解釋，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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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禾，這粒穀就產生，這粒穀就正統了，這粒穀慢慢將來你把它放進泥土裏面，漸

漸地它就產生反，已經變成不是穀了，變成了什麼？變成禾了，是嗎？禾不是穀，那

棵禾否定了穀，是嗎？否定了，反即是否定，反即是否定，這個是正統。由正統去產

生否定，否定那個正統，這樣產生禾了。禾的成熟之後又會怎樣？產生新的穀，是

嗎？這粒新的穀呢？合了。這粒新的穀既不是原來那粒穀，但是它很像原來的那粒

穀，是嗎？

你說它與原來那粒穀相反它又不是，但是它樣貌都相似的，但卻不是它，經過這

個反的洗禮之後它就合，合同時又是正了，合本身又成為正了，正又產生反了，反又

產生新的合，那粒新的穀漸漸地又被禾否定了它，禾否定了別人之後，它自己又被否

定變成了新穀，新穀一出那棵禾就焦，就死了，這樣演變，又很像的，你看看是不

是？盛衰無常，好像有個規律那樣，一正一反一合，一正一反一合，是嗎？這個叫

做，用自然界的理論來解釋就叫做自然辯證法了，是嗎？

如果你不用自然界的理論解釋，用歷史來解釋，就叫做歷史的辯證法。是嗎？歷

史的辯證法是怎樣呢？他舉例，最初我們人類的初期，差不多文字都沒有的時候，那

些是什麼？原始的共產社會，正。原始共產社會裏面就含著矛盾的成分，漸漸地，反

共產、反原始共產社會的勢力慢慢、慢慢抬頭，抬頭就推翻了原始共產社會，變成奴

隸社會。

原始共產社會就沒有私有財產的，奴隸社會就直情將人作為私有財產的，反了，

漸漸地這個奴隸社會慢慢、慢慢就流弊百出了，又有一種內部矛盾就發生了，推翻了

奴隸社會，這個是封建社會了，好像周朝那些公、侯、伯、子、男那樣，你說它人人

都是共產嗎？又不是，但是個個都有田耕，你說它是奴隸？它又不是奴隸來的，每個

人都是老百姓來的，有田耕的，是嗎？

你說完全是社會主義的共產嗎？又不是，它由那些公、侯、伯、子、男，那些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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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管住，原始共產社會變成奴隸社會，再變成封建社會就合了。一方面是共產的性

質，一方面是含有奴隸社會的性質，那個封建社會一路發展，資本主義社會推翻封建

社會，法國大革命就是這樣，最後是怎樣？共產、那些無產階級推翻那個資本主義社

會，社會主義社會了。講到這裡不講了，共產黨是很精明的，再講下去就怎樣？推翻

它自己！是嗎？

它不是，它說它不會的，它講辯證法就知道不斷矛盾，不斷製造矛盾，不斷製造

鬥爭，它未曾反就已經先控制住，所以毛澤東就產生什麼？《矛盾論》了，不斷鬥

爭，俄國那個 Trotsky（Leon Trotsky 1879 - 1940），托洛斯基怎樣？不斷革命，

毛澤東就說要不斷鬥爭是怎樣來的？就是如果不鬥爭就死症了，就會被人推翻，他說

要不斷鬥下去，不用你來鬥他，他自己鬥下去，他的理論是這樣的，所以共產社會就

死都要鬥的，不鬥不行的，不鬥它就死了，死症了。它這個理論是這樣的。毛澤東就

發揮這種理論，有本書你去紐約就買得到了。《矛盾論》他最精彩就是這本東西，

《矛盾論》，薄薄的。

聽眾：鬥爭來到進步。

羅公：好過《聖經》的，否定，一反就否定了那個正統，正統這個就否定，這個是合

又再否定了這個否定，否定的否定，是嗎？

本來叫做正反合定律，現在新譯，共產黨就不叫做正反合，叫做……這個不叫做

反，不叫做合的，否定，否定的否定，這樣叫的。那條律叫做「否定的否定」。又

淺，是嗎？又淺，青年人很容易接受的，青年人一些事是烏凜凜（懵懂）的。你那些

老的就會想都不知是不是的，這邊想一想，那邊想一想就會……

聽眾：所以就文化大革命。

羅公：佛家說沒有一種整個的東西，什麼都是眾緣結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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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叫做「質量互變」，這條你學 economic那些講 economy的，都用它這

個質量互變的，質變跟著那個量變，質就 quality，量就 quantity。當你這個質發

展，量就跟著受影響，你那個量發展，質就會變化，會受影響的。舉一個例，譬如我

有一畝田，一畝田它的泥土，如果我就這樣種禾，這塊地可以有五十斤穀出的。但是

你改良過那些土質，質變了。

譬如中國人以前淋多些屎尿下去，現在那些人就下多些肥料下去，或者讓那些地

休息一下，它就會不只產五十斤穀的！會產出七、八十斤穀的！何解？因為質變了就

影響量變，質的增加就引起量的變化，是嗎？但量變也會質變，何解量變會質變？變

而已！沒有說一定變好的！是嗎？譬如一隻馬，行五里路牠都不知幾精神的，你讓牠

走十五里路，那隻馬就頭耷耷了！整隻馬的質不同了！何解？因為量變影響質變，這

是講變壞，但又可以變好的，怎樣？量變到質變是什麼？那隻馬牠營養不好，是嗎？

你多給些豆牠吃，精神爽利，量一變，吃多一些，增加一些豆給牠吃，不要給牠

吃這麼多草，吃多些豆，牠整個就精神了！本來可以背一百斤的東西，現在讓牠背一

百五十斤牠都還可以跑得更快，是嗎？量變就會質變，質變就會量變，最明顯就是什

麼？你修定，搞來搞去就是不能入定，你怎樣？一天坐兩次，每次坐一個小時，不用

三個月你就起輕安了，無他，量變就起質變，是嗎？

細路哥讀書，讀十次硬是不熟，讀過五十次，他就念得過了。這是由量變到質

變。質量互變，質影響量，量影響質，經濟學，現在講經濟學的接受它這個講法，質

量互變。希特拉那個宣傳部長都懂這套東西，那個叫做戈林，是嗎？講謠言講一千次

就變成事實了。譬如我想講衰你那樣，沒有人信的，我逢人就講他怎樣衰，怎樣衰，

日講夜講，我講就傳染到別人也講上一份，漸漸地就大家都認為這個是衰人了！是

嗎？

凡東西都有矛盾的，他要想怎樣？他要控制那個矛盾，怎樣控制矛盾？我做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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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如果我一路做下去一定會產生反的效果的，做到差不多上下就不讓它極端，拉它

轉回頭，等那個矛盾自己出現，出現之後又控制，控制之後又再推進，推到差不多上

下有矛盾出現又把它拉轉頭，這套東西，那個共產大師其中一個就叫做列寧（1870

－1924），馬克思之後就叫做 Lenin，是嗎？他有一篇文章寫，叫做進兩步就退一

步，那篇文章進兩步就退一步，運用這三條律，進兩步就退一步，他做事怎樣？進兩

步退一步，他怎樣？共產黨赫魯曉夫對付美國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

的時候，一抓住那個古巴的那個什麼？卡斯特羅（Fidel Castro 1926－2016）是

嗎？第一步了。第二步，我給你軍火，只有你給我一個地方整飛彈基地就行了，肯給

他軍火，卡斯特羅就肯了，讓它可以在那裏造飛彈，進兩步了。那時的甘迺迪總統就

說這還得了！你們蘇聯整個飛彈基地在美洲，那還有剩（得了）？那時甘迺迪幾乎說

要打，差不多要打了！好了，不要緊！你說這樣？拆！拆！馬上把飛彈基地拆了它！

請你來參觀，請你們美國的記者來參觀，現在一箱箱，那些飛彈材料裝上船運回去！

做什麼？它已經行了一步了，你知不知道？

它行兩步的！第一步就與它勾結，第二步就整飛彈基地，你嘈喧巴閉（大吵大

鬧）就縮回一步，到現在卡斯特羅仍然是繼續與蘇聯勾結的！它趁你美國不知它又砰

砰又進一步了！一到你發惡的時候我又縮回一些，我與這個人坐，你不為意的時候我

就移過一些，再坐過一些，到你發惡我就縮回一些，這時我已經霸多了半個位了，你

不出聲，我與你聊天，一路講到差不多上下就移多一步。你說：怎麼你這樣？好，我

又退回一步。其實它是這樣做法，是嗎？

所以從前有一個，有一個左傾的作家，寫了一本書叫做什麼？《戀愛術》，教那

些後生互相依存的定律，他說世界上的東西沒有獨立存在的，都是怎樣？你靠我，我

靠你，互相維繫存在的。譬如我這個生命不是獨立的，是什麼？依靠五蘊的支持的。

每一蘊裡面也是依靠很多東西支持的，這個互相、互相依存，互相依賴然後世界上的

東西才可以存在的，這條律什麼？因緣所生法了，是嗎？如何東西都是眾緣和合的，

我就這樣說了！他當然就不肯認，這些直情是在佛家處拿來的。這條真是真理了！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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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東西都沒有永恆不變的！是嗎？

史太林加多一條，四條定律，史太林之前沒有這條的，史太林加下去的，我懷疑

他是受他的老朋友的影響，徹爾巴斯基（F.Th.Stcherbatsky），他別的宗教不准講

的，但是他準 Stcherbatsky在蘇聯中央科學院講書，很奇怪，講因明。世界上因明

最權威的是哪個？你以為中國人？不是，你以為日本人？又不是，而是蘇俄，那套大

著作就在那裡，《Buddhist Logic》兩冊，你現在買，我看四十元都買不到。因與

緣，如果你「若愚其緣」，對於緣你不了解的，你就要怎樣？修「十二處」，何解

呢？「十二處」是這樣，那個「處」字即是「緣」來的，由那處生東西出來的，

「緣」。由「眼根處」與「色塵處」兩種東西為緣就產生眼識了，眼根做增上緣，是

嗎？色塵做什麼緣？陳芷君？

聽眾：「所緣緣」。

羅公：「所緣緣」，不錯！是呀！答得快嘛！「所緣緣」。

兩種緣一合就產生眼識，這樣「等無間緣」不用了？前一剎那的眼識讓位就是

「等無間緣」了，是嗎？因緣不用嗎？因緣就是種子，眼識的種子。如果對於緣是

「愚」的，就應該觀十二處，處善巧了。所謂「十二處」不過是一種善巧的手段，引

人入勝而已，不是說世界上真是要有個十二處，有個十八界的。

「若愚無常、苦、空、無我，」這種東西， 就應該係怎樣？「應於緣起、處非

處善巧安住其心。」我們修觀了。緣起，這個是什麼？十二緣起了，是嗎？ 緣起。

十二緣起，人生不外是什麼？「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一路

至到老死，不外是這樣，這個是無常的人生，人生是無常的，無常的，因為無常所以

就苦了，最苦就是無常了，既然又無常又苦，就沒有主宰，所以就無我，眾生就無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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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這個世界，我們的人生又無常、又苦、又無我的，這個人生是空幻的，不是

實在的，所以叫做「空」。無常、苦、空、無我。就是這樣依住次序來的。如果對於

這些東西是「愚」的，就「應於緣起」與「十二緣起」，處非處，什麼是「處非

處」？由善因得善果是對的，惡因會得善果是不對的，「非處」，對的就叫做

「處」，不對的就叫做「非處」，「處非處善巧安住其心。」

「此五所緣」即是指什麼？五種，即是什麼？善巧，五種善巧所緣，五種善巧所

緣我們要來修止觀，就會「正滅愚癡」。如果我們是蠢的，用它來修觀是可以減低我

們的愚癡的，你說又要它想五蘊、又要想十八界，怎樣止呢？先觀後止嘛！是嗎？觀

到有結論就止了，到你不想的時候就是止了。而且那個觀也不是真正的觀來的，那是

隨順觀而已。這樣就講了「善巧所緣」了。最後一種叫做「淨惑所緣」，「惑」即是

煩惱，能夠把煩惱除去的不是講過了？一種是什麼？世間的，下地粗性，上地靜性，

記不記得？記不記得？盧茵記不記得？

修禪定，下地欲界就粗了，上地色界就是妙了，下地粗性，這些就不能夠剷除煩

惱種子的。第二種就是什麼？觀這個四諦十六行相，是嗎？苦諦是什麼？苦諦四相：

無常、苦、空、無我；集諦：因、因相；集相、生相、緣相；滅諦呢？滅相、靜相、

妙相、離相，是嗎？道諦呢？道相、如相、行相、出相，四諦的十六相。觀這個觀就

可以滅煩惱種子了。你看看這裡：「若樂離欲界欲，應於諸欲粗性，」即是欲界的那

些欲是粗的，「諸色靜性。」這個「色」就是色界，比較靜，色界裏面又分作什麼？

四級的，是嗎？一級一級的，「若樂離色界欲，應於諸色粗性，無色靜性，」入無色

定了。這樣來「安住其心」，「安住其心」就是修止了。

「若樂」、這個是外道修的，如果是佛家的，「若樂通達及樂解脫遍一切處薩迦

耶事，應於苦諦、集諦、滅諦、道諦，」每諦有四相，是嗎？這樣就十六相，「安住

其心。」「通達」即是了解，徹底了解，就是「通達」，「樂解脫」，「解脫」者，

即時不受它縛束，不受什麼縛束？不受那些「薩迦耶見」的縛束，「薩迦耶見」即是

我見或者我所見，講過了。是嗎？這種「我見」與「我所見」最厲害的，遍一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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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角落都有它的，如果沒有它就個個都涅槃了。

我們睡著覺就沒有了？睡著覺我們還有個「末那識」，第七識， 我睡著覺是那

個「末那識」還執緊那個「我」的，我們死了，死了那個「末那識」都不死的，前六

識停了而已，那個「末那識」還是執緊著那個「我」的，因為「末那識」執緊住

「我」，所以我一死就即刻起中有身那條線索，一個「薩迦耶見」，一個可壞的東

西。我們偏偏就執它為「我」。「薩迦耶見」。「薩迦耶」的事來執著起「薩迦耶

見」，這樣就用四諦十六行相了。下面總結了：「此諸所緣，通於毘 舍那思擇修鉢

習，及奢摩他安住修習二種所緣，非唯奢摩他之所緣。」他擔心那些人執著就講了，

「此諸所緣」，上文所講的四種所緣，是嗎？

「遍滿所緣、淨行所緣、淨惑所緣、善巧所緣」，這四種所緣，四種所緣「通於

毘 舍那」，修觀的時候又可以用它，修觀的時候就要思擇，通於修觀的時候那種思鉢

擇的修習，即是有思擇、有思想活動的修習，就是修觀，「及奢摩他」，即是修止

了，通於奢摩它的那種安住的修習，不思考的，停在那裡的修習，兩種修習都可以用

這些所緣的。不過正在想的時候就叫做「觀」，不想的時候就叫做「止」。

「非唯奢摩他之所緣。」不是只是修止所用的。「然因有是新修奢摩他之所緣，

有是奢摩他生已勝進所緣，故於修止所緣中說。」何解要講？「然」、「然」即是可

是，因為上面所講的四種所緣有些人是什麼？「是」者，這個「是」字就是新學修止

的人用它來做所緣，這種人要怎樣？先觀一段時間，然後觀到有結論就停下來，新修

觀的時候，新學修止的時候就這樣了，「奢摩他之所緣。」就要這個結論做所緣。

「有是奢摩他生已」，已經修奢摩他修成功了，即是怎樣？

輕安起了之後了，「勝進」，再百尺竿頭來進一步來修觀的那種所緣，那種就是

真正觀了，輕安之後的「勝進所緣」，兩種都可以用這些的。「故於修止所緣中

說。」因為這樣，所以我現在教你們修止的時候就講這些。古人所講的正統佛教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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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止的所緣境就講完了。下面他然後就再講什麼呢？讀第二段與第三段，第二段只

是讀就可以了。「顯示所緣（的）二門」，「二門」者，即是不同的名稱。「門」即

是名，「異名」即是不同的名稱。

所緣的境有很多個名稱的，即是你讀佛經，忽然間講說叫做「影像」，忽然間就

叫做某某，它就告訴你即是那種東西。「正定所緣、攝持心處，」是嗎？「攝持心

處」，我們修一種正式的修定的時候，那個所緣的影像、那個對象，那個對象就用來

攝持我們的心的，即是吸攝著我們的心，令我們的心不散的那處地方，「攝持心

處」。

正定所緣的那種「攝持心處」，即是前面所說的心中所觀的、所現的、所緣的影

像，前面所講的，不是真是找那種東西放在那裡，譬如你修不淨觀，不是拿條死屍放

在面前的，而是什麼？將你的所緣的那條屍體由意識變起影像，這條屍體只是影像而

已。這樣記住了，你觀佛的時候，你不用拿個佛在面前睜眼看著的，這樣你不能入定

的，你要不用看它的，平時看，看到熟悉，修定的時候就不看，半合眼或者合起眼都

無所謂，想那個佛在前面，這是你自己的意識創造他出來的。

那個來修觀的是什麼？那個佛是你所緣的，你變起一個 image，影子，影像，

「即此影像亦名三摩地相，」現在經裏面的「三摩地相」就是那個修止的時候的影像

來的。「亦名（叫做）三摩地所行境界，」加回那個「境」字。「所行（的）境

界」，「行」者、活動，我們修三摩地所有的活動的境界，「亦名三摩地方便，」即

是借它來做手段，不是死攬著它的。

即是你觀阿彌陀佛的樣子，也不是死抱住阿彌陀佛的那個樣子的，你的目的是想

生極樂世界，借著修觀，觀他來做手段而已，。「亦名（叫做）三摩地（的）門」，

「亦名（叫做）作意（的）處」，「作意」即是留意之處，「亦名（叫做）內分別

體，」有些經亦名叫它做「內分別體」，「亦名（叫做）光影」，禪宗最喜歡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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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光影門頭」等等，「如是等類，當知名為所知事同分影像」。如此之類這麼多

名目，我們應該知道，都是我們應該了解的、修定應所知、所了解的，與那件事有相

似的東西、影像。譬如我們觀阿彌陀佛的樣子，這個不過是什麼？是與那個真的阿彌

陀佛相似的、「同分」即是同類的，或者同類相似的影子而已，我們想著那個影子來

修觀，修止觀而已。聽不聽的明白？聽的明白嗎？我今天講到這裏，要怎樣？要觀佛

像。

聽眾：1989年 7 月 22日。

羅公：講完了，是嗎？他都不主張，他主張要這種所緣。這個「緣」就是認識，你所

認識什麼？你買了這本書嗎？幾多錢？

聽眾：五十三元。

羅公：什麼？

聽眾：五十三元。

所緣即是宗喀巴他所主張的，所緣的，即是他所觀的境。那個境即是指佛像，你

看，很簡單的。「已說如是多種所緣，」即是上文已經講了這麼多種所緣境，有什

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十二緣起等等講了這麼多，「今當緣何而修止耶？」現

在想取得一個結論，我們應該要用哪一種所緣的境來修止呢？下面，他將全部上面都

不要，上面那些不等使（不重要）的我全部略去了。「謂（說）緣佛像修（來）三摩

地」，我們想，「緣」就是想佛像去修定，「三摩地」是定，「隨念諸佛故，能引生

無邊福德。」

即是這樣，除了可以令到你入定之外還可以生福德，「隨念」者，「隨」即是跟

隨，跟隨經論所說的佛的樣子是怎樣的，你來憶念他，想他，想念他，想念那個佛，

你想念那個佛，不只可以入定還可以有功德，有功德「無邊福德。」所以最上選就是

念佛像。「若佛身相明顯堅固，可作禮拜、供養、發願等積集資糧之田，及悔除、防

護等淨障之因（田）。」不是！是「淨障之田」不是「淨障之因」。我自己寫這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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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都看錯了，那個是「田」字。不只可以這樣，又可以入定。

如果你觀的時候，可以觀那個佛的相狀，整個堅固，即是很定，觀到它很明顯那

樣，除了可以入定之外，還可以用來禮拜，你不需要另外安佛像了，拜佛，你坐在那

裏修止觀的時候，你就向他禮拜。我坐在這裏怎樣禮拜？你的心想自己禮拜就可以

了！心恭敬禮拜就行了，不用一定要你趴在那裡拜，是嗎？又可以作禮拜，供養，供

養了，用觀想來供養都可以的！

如果你是密宗的，就結個供養的印來供養，供花、供飲、供水、供餅食，每種都

是有個印的。用印可以代替，你坐在那裏要結印的，是嗎？還有這個辦法，我最喜歡

用這個辦法了，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你如何供養佛？

我就用這個方法：念一篇《心經》，念完《心經》之後就說：我現在很虔誠念

《心經》，唸了一遍《心經》，念了《心經》一定有所生的善的，我將我念《心經》

所生的善來供養他。不是更好？不用花本錢，連餅仔都不用買一個。功德更大，以法

供養嘛！這個〔方法〕你可以這樣供養。這樣，可以用來供養，你向他發願也可以。

你說：這怎可以？我想著、向著那個木頭，那是佛嗎？是嗎？

你想出來的，如果你向住那個木頭的佛發願都可以了，你想著的那個佛不是一樣

得可以？是嗎？向他發願也可以。這樣可以積集福德智慧的資糧，這個「資糧」是指

福德資糧。「田」何解「田」？田可以出禾的，你供養佛可以出福，可以引生你的智

慧，所以是佛的「田」，普通的田就是什麼？

佛、法、僧，是田，是福田，除了佛、法、僧之外，是那些貧窮、可憐的人，是

你的種福田來的。不是一定要拜佛的。那個窮人無依無靠的你幫他的忙，施捨給他，

你就可以得福的，他就是田了，你向他那裡種福。那些窮人、窮困無依的就是你的福

田，師長也是福田，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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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父母。

羅公：父母也是福田，是嗎？長輩也是福田，這樣多的。不是一定要拿幾支香揖幾揖

去拜一下，拜一下那個木頭的佛然後才是福田，不是的。

所以你〔見到〕一個人跌倒在那裏不會動了，你扶他去醫院，他就是你的福田

了。你這樣就可以種福了。是嗎？他說，你可以觀想佛玲瓏浮凸在那裏的時候，就可

以是種福的田。「及悔除、防護等淨障之田。」又可以要來做什麼？懺悔，向他懺

悔，當他是真佛了，向他懺悔，請求他加被你，「防護」你、護念你與替你清除你的

所知障、煩惱障。「故此所緣最為殊勝」了。他認為最殊勝了。好了，中間那些字、

那些不等使（不重要）的我就略了它， 「臨命終時，隨念諸佛不退失等功德。」

還可以這樣，你習慣了之後，到你命終的時候，你想起那個佛在前面，就很容易

想起的，這樣你都不會墮惡道，你所修的功德不會退，你平時修止觀的時候觀他，練

慣了。「若修咒道」，「咒道」即是密宗，如果你是修密宗的，「於本尊瑜伽尤為殊

勝。」如果你是修密宗的，你的本尊是四臂觀音，你就觀四臂觀音的本尊來修瑜伽

「尤為殊勝。」如果你的本尊是阿彌陀佛的，你就觀想阿彌陀佛，就在那裏觀想熟

了，你將來入壇的時候，就不用看佛像的，你一入壇的時候，一坐定在那裡就覺得有

個佛在前面了。

這樣由此證明，修定觀佛像是最好的，在功利來講是最上算的。是嗎？而且你觀

想慣了，你臨死之前會見到佛像在前面，你平時見慣了。就是等於那些人整日想慣

鬼、想慣狐狸的時候，他就很容易見鬼、見狐狸了。你整日想著、習慣觀佛的，無意

中你就觀到那個佛了。這樣來問題了，上面講了他的殊勝了。下面就講了，這樣觀哪

一個佛好呢？

上文已經回答你了，如果你是修密宗的，你就觀你的本尊，是嗎？如果你不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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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的，你就修什麼？普通就修釋迦牟尼佛，如果你修淨土的就觀阿彌陀佛，「當以

何等如來之像為所緣耶？」你應該用什麼佛的像來觀呢？下面答了：「先當如自所

見、所聞如來形像，安住其心修奢摩他。」他答。他說你應該，你修的時候，你應該

要這樣，你修之前應該要怎樣？

平時見慣那些佛像，你自己所見過的佛像，在經教裏面所聽聞的佛是怎樣的，這

樣所見所聞的如來像「安住其心」，心想著他，令心安然，就是「安住其心」，這樣

來修奢摩他。這個方法實在就好過用五蘊、十二處那些理論。那些都要想一輪，這些

就是平時看慣的佛像。「當常思惟如來身像黃如金色，相好莊嚴，」不是「如」，我

寫錯了，「相好莊嚴」，我寫錯「相如莊嚴」。「處眾會中，種種方便利益有情。」

我們應該常常這樣想，不是一定要坐在那裏才想，時時我們得閒就可以想，常常

想，想什麼？想如來的像，身是黃色的，黃得即是黃金那樣的色，即是黃、紫金色，

黃得帶有紫色的那種色，好像那些人畫那些油畫像，油畫像的臉不是黃黃紫紫的？就

不要慘黃色，黃中帶紫色的，那些差不多好像紫金的色，又不用太紫，太紫紅就刺眼

了。黃紫色，即是那個差不多上下，那個佛像，那個金佛像，將那個金佛像影下來差

不多上下的色，比較這個淺一些更好，因為何解？我是受過彌勒灌頂的，這樣彌勒灌

頂的時候，觀彌勒的像，上師就講，說彌勒的身是紅色的。我就想一下，紅色？好像

血那樣的色？豈不是很恐怖？是嗎？

我就去問，我問誰呢？問一個叫做王家齊，王家齊是諾那上師的傳法弟子來的，

我說：他紅色的，好像血淋淋那樣不是很〔好看？〕。他說：不是這樣紅法的！我

問：怎樣紅法？他說：好像一個老金山橙那樣色的！即是老的，不是青 BB（青綠

色）那些金山橙，是像老的金山橙那樣紅法。那些西藏人與印度人略略接近半紅半黃

色他們就叫做紅了，不是鮮紅色的。他說：你以為，他指著一個老金山橙，好像就是

這個差不多，不是鮮紅色，這樣就叫做紅色了，這樣即是金色，即是金紅色。他說，

他「相好莊嚴，處眾會中，」即是在大眾集會之中，好像在那裏說法那樣，「種種方

19



便利益」有情眾生。這樣你觀的時候時時想：「於佛功德發生願樂，息滅惛沉、掉舉

等失，乃至明見如住眼（面）前」。時時這樣想，當你入定的時候你就更加要想，想

的時候，你想那個佛像就會令到你怎樣？

「息滅惛沉、掉舉」兩種過失的，「惛沉」是怎樣？精神整日提不上來， 整天

想睡覺，想睡、想睡差不多樣子，「惛沉」；「掉舉」是什麼？「掉舉」，「掉」

者，很掉動，突然間想這樣想那樣，「掉舉」，「掉」者即是什麼？動也，現在我們

整日說吊吊揈（搖來擺去）整日郁的，調動的。這樣，什麼叫做「惛沉」與「掉

舉」？

這兩種東西是煩惱，煩惱之即一種，「隨煩惱」之即一種來的，「惛沉」是一

種，「掉舉」也是一種，入定的最大的敵人就是惛沉、掉舉，那些初學入定，到他不

「掉舉」他就「惛沉」了，不「惛沉」他就「掉舉」了，「掉舉」即是意馬心猿，不

想東西好像不行那樣的，硬是壓不住的。這樣到底「掉舉」與「惛沉」的本質是什麼

來的？是煩惱，這個隨煩惱，隨煩惱有二十種那麼多的，這樣到底這兩種東西的本質

是什麼傢伙來的？

就有兩個解釋，一個解釋說「惛沉」與「掉舉」都是獨立的，它自己有自己的種

子，這個惛沉、掉舉的種子平時是潛伏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一有機緣它就爆

發了出來，搞亂我們的心的，是有獨立性，它有自己的種子的。這種講法就是玄奘法

師、窺基法師的解法。《成唯識論》的文字好像很主張這種解法的。《成唯識論》是

列了幾種解法的，這種解法是其中之一。玄奘法師他們就主張這種解法。這是第一

種。第二種就是印度的那個安慧菩薩的解法，他的解法是怎樣？他說惛沉、掉舉不是

獨立的，惛沉是貪、瞋、癡的「癡」來的；是癡的變相而已，即是蠢鈍，惛沉是一種

蠢鈍的變相來的。

「掉舉」是什麼？「掉舉」是貪的變相，「掉舉」是貪的變相，如果你不貪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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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掉舉」？譬如你現在，我現在打坐在定了，我忽然間想起股票又怎樣？今天是跌

還是不跌？就是因為你貪，貪什麼？貪股票賺錢，如果你沒有這種貪，你怎會走去想

這種東西？你坐著坐著，想起看《帝女花》，這些是貪而已！你貪那些娛樂，如果你

不貪娛樂你怎會想起《帝女花》？所以這是「掉舉」是貪的變相，如果這樣講法就很

省事了，是嗎？貪與癡而已！是嗎？你搞定了貪、嗔、癡，這裡自然就沒有了。兩種

哪一種好呢？本來我就很主張直用玄奘、窺基那一系的，是嗎？但是就這一點我就說

用安慧菩薩的那種好些，省事一些，直接了當一些。

「掉舉」是貪的變相，貪的一部分，即是那個貪的一種 occasion來的，一種特

殊的情況。「惛沉」是癡的一種 occasion，一種狀況來的，這種，我主張用這種解

法，比較簡單明瞭。你們將來看佛經每每會遇到好像我現在遇到同樣的問題，他要這

樣解釋的，到底你要那種？這樣叫做抉擇。這麼多種解釋在這裡，到底你要哪一種？

你要自己決擇，這麼多種你如何抉擇呢？是嗎？你要抉擇，抉擇是最頭痛的事。觀佛

像有個好處它不會昏沉，是真的不會昏沉，你試一下，觀佛像不容易昏沉的，但亦不

會掉舉，因為你觀著它，不會掉舉去了別處，你觀住佛，你怎會忽然間會想起馬票不

知開沒有？你不會這樣。

聽眾：會的。

羅公：什麼？是的，觀佛像有這個好處，即是減少你惛沉與掉舉，熄滅「惛沉、掉

舉」等的過失。

這樣，你如果觀得多，「乃至明見如住面前，」好像那個佛整個在你面前那樣

的。如果你能夠這樣觀他在這裡，「應於爾時勤修靜慮」，那時候你修定就很快成就

的。然則我們想著手了，上文講了，決擇就是什麼？那個佛的像的顏色是怎樣？很美

麗的，好處是怎樣？可以減少、減低「惛沉、掉舉」。下面講了，我現在進行了，想

找哪個佛像呢？他說給你聽了：「謂先當求一若畫、若鑄極其善妙大師之像，數數觀

視，善取其相，數數修習，令現於心；」一句。我們未修之前應該有個準備，那個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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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是怎樣？「求一若畫、若鑄」，你先找一個，買也好，叫人送給你也好，畫的也

行，鑄的整個亦得，或者用金屬鑄的，或者用木雕的也可以，是嗎？不過你在多倫多

想找在一個好的木雕像都幾難，整得不好就不好的，會影響你的，要整個好的。我就

主張你買佛像就用鑄的好，立體的好，立體，畫的也可以，又很難找得到畫得很好的

佛像的，有些鑄的也不錯，日本的鎌倉佛像就不錯，日本的佛像，劉萬然家裡有一個

鎌倉佛像，如果你要請的，你就可以去哪裡？

去咸美頓有一個，七十五元，咸美頓那個 Jackson Square，咸美頓那間，裏面

有一家賣藝術品的，那裡號價 75 元，我那天行過，想請了它，但是我想一下，第

一，我兒子信基督教的，媳婦信基督教的，他們見到佛像安在那裡周身不舒服，是

嗎？第一是這樣，同時看看它，它只是整了張 visa card在那裏，我身上用那張是

master card，或者它不用？這樣就費事了！一會人家說不用我要面懵懵走出來就無

謂了！我又不夠 75 元在袋裏，所以就沒有買。到現在都沒有買。如果你們要就可以

進去買了它。75 元不貴，據劉萬然講就 75 元不貴。他那個是去日本請的。

聽眾：有多大？

羅公：什麼？有這麼高，「數數觀察（視）」，時時有空就看它的樣子，看他的樣

子。

即是等於那些修密宗修月輪觀的時候，十五的時候就走去對著個月，晚上望著月

亮就念佛，看得多，你閉上眼就好像見到那個月了，佛像也是這樣，有空就看他。就

「善取其相」，好好地取得他的樣子、印象，取他的印象，然後「數數修習」，屢次

屢次地修習定的時候，多次多次想他的樣子，令到他多了，一坐下在那裡心裏就現了

佛像在前面，他這樣教你，平時要找好的佛像來看。這個佛像怎樣呢？沒有限哪個

的，如果你說：我只是三皈依而已！你就想釋迦牟尼佛，你說我想念阿彌陀佛的，就

觀阿彌陀佛，是嗎？你如果我念「嗡嘛呢叭咪吽」的，你就觀四臂觀音，如果你說，

我想求生兜率天的，你就觀彌勒佛。觀彌勒佛，我那本書那個彌勒佛最靚，那個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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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你可以剪了下來，用鏡架鑲了它，或者你將它影來放大也可以，那個就是西藏最靚

的彌勒佛像了。這樣就解決了這個，他教你怎樣找佛像了。下面了，教你，譬如我

說，我畫的佛像扁的又怎樣？觀的佛像是扁的？不是的！你要觀他這個是生佛來的，

借他的樣子來構成你的意象而已！

你觀、觀他好像會郁的，活動的，當他是真佛那樣的，觀到他成真佛的，所以就

不能夠望著他來觀是不行的，一定要觀他是真的。你看看：「又所緣處，非是現為

畫、鑄等相，要令現為真佛形相。」你不要，你借那個畫的相來做過橋而已，你要觀

想這個是真佛在這裏的，他這裡沒有講有幾高，普通有多高？

那些喇嘛教，普通是一英尺差不多上下，不要太大，因為我們的視野，譬如你說

高到十層樓那麼高的，你看它，我們的視野看不到十層樓那麼闊的，太細也不好，太

細一粒米那樣也不好。最好是一英尺，一英尺。告訴你，你所觀的是要你的意識創造

的那個佛。「以三摩地非於根識而修，要於意識而修。」這裡半句。他告訴你，所以

我特別留到這裏。什麼是「根識」？由五根的、物質的，由五根所發出來的識，由眼

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由這五根所發出來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

識。這些叫它做「根識」，由五根所發出來的識。

修三摩地即是定，「非於根識而修」，不是用眼望著佛來修的，是要依意識而

修，要在我們的意識創造那個佛在這裡來修。「妙三摩地親所緣境，即是意識親所緣

境，須於意境攝持心故。又如前說是緣實境之總義或影像故。」下面這句，他說，

「妙三摩地」，即是一種定，一種妙的定，三摩地一定有所緣的境的，我們所想的境

的，現在那些人開口說不要思考的，凡有所想都不對！這種人是不讀書的！你聽見他

這樣講，你以後不要聽他講了！害人不淺！一定有所緣境的！我不思考。你不思考？

你只是想著一句：「我不思考」，就是想著這四個字而已！這不就是所緣境？ 你想

著「我不思考」這四個字，怎好得過觀那個佛像嗎？是嗎？

23



那些人是不通的，我就說他讀得書少！何解？我得罪很多人，不知有沒有很多人

講這個說話，說叫你什麼都不要想。我就說，我嘴巴就厲害些，動不動就說別人不讀

書，我就恃著讀書多，所以就這樣說人家。我們讀遍佛經我們就知道，只有見道的時

候才無影子，未見道之前那個凡意識起就必有那個法塵在前面的，沒有了法塵，即沒

有 image就叫做什麼？叫做「不變而緣」了，看到的、摸到的叫做什麼？

「無分別智不變而緣」，我們有一種很超越的、平時所無的，不起分別的，即不

分別這是善，這是惡，這是美、這是醜，不起相對的分別的，是種無分別的智慧，即

是《金剛經》裏面的所謂「般若智慧」，無分別智，不變而緣，怎樣叫做「不變而

緣」？這些你最好考老師，什麼叫做「無分別智不變而緣」？不是不變化那樣

「緣」，若這樣講這個人就是害人不淺的！是嗎？

「不變」，平時我們的意識以及我們的一切，除了見道的時候之外，其餘那些智

慧一定變起相分的，那個 image，變起個 image在前面來緣它，「緣」即是看下去

它處，平時一定要「變而緣」的，變起一個相分來「緣」那個相分的，唯有見道的時

候，那個無分別智起的時候就不變相分而望出去，不變相分望出去，沒有東西見？沒

有東西見就沒有東西見了，沒有東西見就見真如了。一無所見，因為凡有所見的都是

虛妄，你說：那時無東西可見，是不是呢？如果你這樣就是未見道，是嗎？你說我覺

得沒有東西可見，這樣你即是有東西見，明不明白？

你說我沒有東西見，這樣即是有東西見了，你見到什麼？你見到「我沒有東西

見」了， 是嗎？即是你未見，如果你真是沒有東西見的時候，你就沒有這句話的！

是嗎？那個無分別智的「不變而緣」就是這樣解。「緣」者、認識，不變起那個相分

而直接認識，不變起相分即是說我們的智慧望出去，沒有一個簾，沒有一個簾，沒有

一個帳幕遮住，沒有帳幕遮住，我們直滲向前，前面是什麼？前面就是我們的本體，

你自己的本體。這個就是什麼？你的本來面目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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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羅公，「緣」是「緣」什麼？

羅公：什麼？

聽眾：這個「緣」是「緣」什麼？

羅公：「緣」什麼？

聽眾：這個「不變而緣」是「緣」什麼？

羅公：什麼？

聽眾：我就是問，我就不明白？

羅公：「不變而緣」？緣這個空性，空性，那種空的狀態，這個就是真如了。這種空

的狀態就是真如了，這個是他自己了。所以它「無分別智不變而緣」的時候，

那時的狀態他形容，智與真如， 真如平等平等，平時我覺得，這個主觀的智

與那個客觀的什麼，是嗎？現在就不是，無所謂主觀，無所謂客觀，無主客之

分，渾然一體。其實他「緣」的是他自己，他「緣」自己是沒有那個相分隔住

的，直接覺到那個本身。這樣直接覺到本身，那時是怎樣的？講不出的，這是

勝義諦相。六祖就講過這句說話：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那時就沒有得講的，是

嗎？智、智即是真如，沒得分別的，真如即是智，只有、只有見道的時候就無

相分而已，沒有 image，一定要有的，除了見道，你這個初學修禪定的都未

修觀就修止，怎可以沒有相分的？怎可以不想著一種東西？是嗎？

聽眾：羅公，那個是怎樣解的？

羅公：什麼？

聽眾：無念？無念。

羅公：什麼？

聽眾：無念。是呀。

羅公：是呀！其實「無念」者，即是無雜念、妄念，

聽眾：與這個不同？

羅公：什麼？

聽眾：與這個不同是嗎？

羅公：不同！無念就叫修止觀的時候不要有妄念而已！你說無念，你現在一個人、很

多人可以做到無念的，很多做得到無念的，張博志他都可以修到無念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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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無念不是等於見性。

聽眾：無念即是不想那樣解。

羅公：不想妄念，不起妄念。

聽眾：不思考而已。

羅公：無念為宗，無相為本。

聽眾：如果你無念一路是這樣坐下去不就好像老樹枯柴那樣？

羅公：是。

聽眾：是不是？

羅公：是。它無妄念而已。

聽眾：禪宗叫做枯禪。

聽眾：頑空？

聽眾：不是，又不是頑空。

羅公：《六祖壇經》是一本很好的書，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佛學家來看，最低限度一個

小雛型的佛學家看起來，是一本很好的書，如果你是初學的人，只是拿著它這

樣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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