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不讀一讀印度哲學史，你始終不會了解佛法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的。抱著頭說佛

啊！佛啊！不行的。是嗎？所以桂先生昨天叫我介紹本書目給他看，我都寫一本黃懺

華那本《印度佛教史綱》，哦！《印度哲學史綱》給他看。數論派、中國的那些《易

經》，那些一陰一陽之謂道，那些很豐富的！如果有，我都想買這本書，看一看劉萬

然買那套書，買到沒有，如果他買了之後，第二批我都準備買這本書，有一

套，encyclopedia(百科全書)性質的，是 Indian philosophy的，那間店有一套這樣

的 書 賣 ， 逐 冊 、 逐 冊 ， 這 樣 大 套 的 。 第 二 種 ，

「德」、quality，quality，character，屬性，「德」，第三種、「業」，動力、推

動去做的，「業」。我講了，《大乘起信論》一開首就怎樣？「體、相、用」三大

義，是嗎？「體」是不是「實」？「相」是不是「德」？屬性嘛！「用」是不是

「業」？是嗎？相似到極，世界上將它來分析，將世界來分析，有「實」、有

「德」、有「業」，還有，如果問，這個世界是不是有的？

Pauline你答我。這個世界是不是「有」的？沒有？這個世界是沒有的？應該是

有的，是嗎？何解這個世界會「有」？現在問你，何解這個世界又不「無」呢？它又

「有」呢？一定有個原因的，這個世界才會「有」的。你學哲學嘛！學哲學就會問到

這個問題了，你說有，為何會有？為何又不無呢？是嗎？何解是有？要不就「有」，

要不就「無」，它是「有」，又不是「無」，何解是「有」？

一定有個原理、有個原因，這個世界有一個原因、有一種力量，令到這個世界

「有」的，有個原因令到這個世界有，那種什麼？「大有」，令到這個世界「有」，

這個世界不是三種東西那麼簡單了，四種了，還有一個「有」，這個世界是有「實」

的、有「德」的、有「業」的，總有一種東西會令到它「有」的，不會令到它會

「無」的，這樣就〔因為〕有一個「有」了，所以世界上就是這麼多東西。還不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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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個「有」在哪裡造出來的？

羅公：有些是叫做佛，有些叫做眾生，佛就是佛，眾生就是眾生，就不同的，如果同

就不用成佛了！做畜生就行了！但是佛與畜生不同，我們要求佛果。這樣就即

是不同了，「異」了，佛與畜生確實是異的。有錢佬與窮鬼是不同的，是嗎？

窮鬼就連飯都沒有得食，有錢佬就享之不盡，享受都享不完，確是不同的，這

樣就是「異」了。長命與短命也是「異」，但有些是相同的，是嗎？有些人做

皇帝做了三天就被別人拉下來了，有些就做八十年皇帝都死不去，是嗎？這些

是什麼？「異」了。是嗎？但是「異」中也有「同」，其為皇帝就同，你做三

天也是皇帝，做八十年也是皇帝，是嗎？碼頭的乞丐是人，是嗎？煤油大王都

是人來的！講到人，是不是人，煤油大王與碼頭乞丐都一樣是人，講到享受不

同就是異，這樣世界上的東西有同有異，你與他，你說是同還是異？江漢林與

何文，你說同還是異？

聽眾：有同有異。

聽眾：非同非異。

羅公：對！沒有錯！非同非異。但是，可惜中國人就不會再問一句，何以非同？你在

要答這一句。

聽眾：他是江漢林，他是何文，不同。

羅公：這樣是種族的緣故。是嗎？

聽眾：他是人，不同。

羅公：他是人，不同。是嗎？

聽眾：德也不同、業也不同。

羅公：這樣何以非異？

聽眾：都是人就非異，他是人，他也是人。

羅公：即是說，你說他兩個同也不對，是嗎？你說他們異也是不對，是嗎？你說他非

同非異就要答後面那兩句，如果不答下面那兩句就叫做戲論。是嗎？即是說他

兩個之間是有同有異，集同、異於一身，他與他亦同亦異，是嗎？即是某一點

就同，某一點就異。是嗎？好了，他兩個固然是這樣了，全球人個個都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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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有同有異的，那些養魚的紅蟲與我們，那些養魚的紅蟲，是嗎？與我們做

人，你說它是同還是異？有同有異，好了，樣樣東西都有同有異，

還有，同中有異，是嗎？

聽眾：異中有同。

羅公：同中有大同、小同，你與他都是人是大同，但你是開平人，他是南海人，異，

是嗎？

聽眾：我是順德的！

羅公：還有，他老，你後生，異，這樣是異，異中又有更異的，是嗎？異中有更異。

同是一個人裡面都有異的，頭與腳都是〔屬同一個人〕，但你的頭與你的腳，在

江漢林來講是同，同是江漢林的一部分，但異是怎樣？這是他的頭，那隻是腳，不

同，一路這樣。甚至到一支粉筆，這裏的粉筆，這一邊那粒原子與那邊的那粒原子

同，是嗎？都是原子，但是異就是這是這邊的這粒，那是那邊的另一粒，這樣沒有絕

對的。所以世界上的東西是有同有異。問題又來了，何解它又不同不異？何解它又有

同有異，何解？哲學就是要問這些問題的！為什麼它有同有異，為什麼它又不同不

異，是嗎？何解？一定有一種原因，有一種力量令到它能同、能異，即是令到它有

同、異的可能才行。如何令到它有同、異的可能？叫做「同異性」，沒有這種東西，

這個世界就不能成，沒有這個「大有」，這個世界就不能「有」，是嗎？沒有「實、

德、業」，這個世界就變成沒有內容，無運作、無活動。還有，夠未？都未夠！

何解你們大家會坐在這裏？為何你們坐在這裏，又不是呯呯 彈開卻坐在這嘭嘭

裡？何解你與你的媽媽你的爸爸是一家？為何你們三個不彈開？一個彈了去非洲，那

個彈去英倫？何解呢？何解他們要走到一堆？一定又有一個原因，有一種可能性。有

這種可能，叫做「和合的可能」。分析成這六種東西，叫做「六句義」，六個範疇。

後來，後期將它分成十個範疇，這個很大的，這個就是什麼？最初這個世界一團地混

沌初開，這個是「實」；裡面「實」中就有「德」，「德」就有活動叫有「業」，於

是互相衝擊，就變成這個世界了，這是什麼？多元論了，這些叫做「多元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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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那個是「二元論」，正統婆羅門那些是「一元論」，這樣由這些什麼？那本

《 gvedaṛ 》(《梨俱吠陀》)裏面全部有了，具備了這種思想，但未曾具體化，後來就

漸漸、漸漸就分化了，這一派叫做數論派，那一派就叫做勝論派，另外有一個人就發

明了一套東西叫做佛教，那個人就發明一套東西叫做耆那教。這樣就是從歷史的觀點

來看就是這樣看。好了，講了這些，即是我們要怎樣？

年老的你切不可走這條路，鍾先生你也不要走這條路，因為何解？精神生活、社

會生活不可缺少的，這三方面的生活的 total，那個總和就叫做什麼？叫做 culture，

文化。文化產生了很多種東西出來的，譬如西方的文化會產生飛機，還會產生什麼？

核子發電廠，還會產生什麼？人造衛星飛去到土星、飛去到木星，這些叫做什麼？這

些就是文化的成績品，是嗎？文化的成績品就叫做什麼？civilization，文明了，「文

明」者，有形有相的文化的成績品，你們平時就很少留意這些東西的。

這些要學一下這個分析，一定要怎樣？佛家的人就小看女性的，剛才才講起，曾

先生對我講起小看女性，說女性不能成佛，要轉了男身才能成佛。舊時的社會是這樣

的，現在你要發願：我要女身成佛！是呀！現在怎同？以前女子不讀書，舊時不給她

讀書的！

這個社會最初的時候女權社會，最初女子，一個女子有很多個男子做她的〔伴

侶〕的，美國的、舊時美國的土人，美國有一種土人叫做什麼？叫做什麼？Iroquois

美洲土人，有一種這樣的人，是住在什麼地方左近？Virginia(維珍尼亞州)，女性社

會的，十幾、這個、這個幾世紀的時候，即是未到十五、六世紀，十五、六世紀以前

都是女性社會，女性社會，一個女子，這個社會的主持是一個女子，整班男子是替她

服務的。她是怎樣？那些社會裏面怎樣？那些現在叫做 municipal，很多那些

municipal，女子在後面，她不出來的，開會，她指那班男子開會，指你們那班男子

在那裡開會，那些女子就在後面聽你那班人怎樣開會，如果不對的時候就指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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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有一個哲學家叫做 Kant(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人生最快樂

的事是什麼？就是尋求智慧，他一世就是尋求智慧，整天去找 wisdom，智慧無盡

的，總之我一世裡日日識多一點，一年計數我識多一些，人生最好的收穫，最有樂趣

的就是尋求智慧了。康德他一世去尋求智慧，八十幾歲才死。八十歲。以上就是「了

相作意」。即是當我們，我們得了輕安之後了，即是修止成功了，我們就修觀，修

「毘缽舍那」，「毘缽舍那」有七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了相作意」，「作意」

即是定。

「由如是修，超過聞、思，唯有修相，一向勝解粗靜之義，是名勝解作意。」以

上這一句就是那個「勝解作意」，即是第二個層次的定義了，definition了，如是，

「由如是修」，就依據就「了相作意」了，繼續修了，即是反反覆覆地修了，修到熟

了，就「超過聞、思」了，不用想老師怎樣講了，也不用說某本經怎樣講了，就好像

你自己講的一樣，超過「超過聞、(超過)思」了，是嗎？你知道嗎？「超過聞、

思」，世路哥(兒童)學唱歌，你們、我們幾十年前，我們初初走去、走去學跳舞，初

初的時候要怎樣？一、二、三，一、二、三，一下不記得數那隻腳就亂了，你一下被

人碰一碰，那些音樂就跟不上拍子，很辛苦的。

這是聞慧，漸漸地就不是了，跟得住了，思慧了，漸漸地不止了，連 sidewalk

都識了，這樣就很熟，好像那些賣油的那樣，是嗎？賣油佬，你給他一個酒樽：我要

買一斤油，一舀下去，慢慢的，如果是初哥的，你看得到他的，他很辛苦地慢慢滴、

滴、滴、滴下去的，是嗎？還要用一個漏斗這樣來倒，如果那些熟手的，哪裡需要漏

斗？不用的！一舀下去，只要他稍為留神，那些油不會瀉的！你去那些酒鋪，賣油，

舊時廣州那些賣油的，那些熟手的哪裡需要漏斗？還有一些，一路與你聊天，一路與

你對答，那些人他不會倒漏的！那些什麼？超過聞思的，是嗎？熟到極！固然是不需

要聞那些，那些什麼經講的都不用理，亦不需要怎樣？如何依著邏輯來想，不需要，

超過聞思。超過聞思怎樣？好像現在吃東西那樣，當你吃東西很好味道的時候，一粒

很好的朱古力糖給你吃，嗒(嚐)得很好味的時候，你不會想你超過「聞」的這粒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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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來的？幾多錢買的？這些東西不用想；亦不會想這些是瑞士的，還是巴黎帶回來

的，總之你一集中精神來享受那個味道。

好像六祖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超過聞，亦超過思。那時怎樣？現量的，好像

接觸到的那樣，現量接觸的，那時就是入這些，好像入了瑜伽現量，聞思，沒有概念

的，聞與思都有概念，有 concept的，沒有的，不需要 concept的，直情，直情接

觸的，那種叫做修慧了，修慧是在定中現量的，修慧。

這樣即是智慧都是三級的，聞慧是最低級的，高級一些的是思慧，最高級是修

慧。現在那些人整天說：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其實這句東西已經是有毛病，你不

入三摩地何來有修？那個「修」者即是修慧嘛！入了三摩地然後才有修慧的。所以我

說從前中國人思想很籠統的，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這句東西已經是有毛病。「超

過聞、思，」即是沒有那些什麼？超過概念，微微的概念，還有很微的概念。

「唯有修」的相狀，即是入了定裡面直接體驗的，修慧即是直接體驗的，直接體

驗到什麼？體驗到「一向勝解」，「一向」者，絕對地，absolutely，絕對地起一種

勝解，起一種清楚的了解，了解什麼？「粗靜」的意味，上地是靜，下地是粗，直情

覺得現前，到這個時候頭腦很清明的，就是這樣了！那時就叫做「勝解作意」了。

比較了相就浮浮泛(不確定)，這是勝解作意，在定裏面都有這個，這樣的意思。

以上就是解釋勝解作意。下面繼續：修習「此諸作意之時」，下面合解兩種的，之

時，「是由雙修止、觀」，就產生什麼？勝解作意的時候就是怎樣？要兩種修的，觀

一下，止一下，觀一下，止一下來修，這樣就能夠壓伏煩惱的，未能夠止觀雙運的，

是嗎？止有止修，觀有觀修，「若分辨粗靜之義，數數觀察，即是修習毘缽舍那」

了。

當這個人在止裏面，在三摩地裏面，在「奢摩他」裏面修習這種作意、這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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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即是修習這種「了相作意」與「勝解作意」來到想的時候，是由雙修止觀，不

是一起修，雙修，即是又修止又修觀，止完一段時間又觀一下，擔心那個心亂又去

觀，觀、觀，觀完之後又停了，又修止，雙修止觀，這樣而斷煩惱，暫時斷其煩惱。

即是修習「修習毘缽舍那」，那時就叫做修觀了，是嗎？觀了之後就怎樣？一路觀會

累的，「觀察之後於粗靜義一趣安住」了，觀察之後就對於什麼叫做粗？什麼叫做

止？就一條心，一條心地安住在那裡。確實這樣就是粗了，這樣就靜了，那時還有概

念，修習正「奢摩他」那時就是止了。

即是說，你一味想著呼吸、數著呼吸來修的時候，你初時你就數呼吸，數到你起

輕安了，這樣你就定了，定的時候你就要修止成功了，你就要學修觀了，修觀。當你

修觀，觀了一段時間你就怎樣？又再止，累了，又止，止的時候是否又去數呼吸？那

時怎樣？不再數呼吸，得到結論，觀的時候是無我的，或者是其它的，上地是靜、下

地是粗，確實是了！上地是靜了，到那時候一條心什麼都不想，上地是靜，下地是

粗，我現在要捨棄下地取上地。不再想了，什麼都不想了！這樣就止了，就不是數呼

吸了。明不明白？

所謂數呼吸等等那些是過渡而已，一到你入了「奢摩他」的時候就不要了，那時

過了橋就不要板了。「如是所修初、二作意，是為厭壞對治。」對於這些，這樣的修

第一種了相作意與第二種勝解作意就是什麼？「是為厭壞對治」，專門修那些厭惡的

五欲的，破壞這些煩惱的，這幾條可以不要的，「如是所修初、二作意，是為厭壞對

治。」這兩句可以不要的。以上這番話就是合解兩種作意了。「了相」與「勝解」兩

種作意了。於是又止又觀、又止又觀就循環來做了，到最後就怎樣呢？「如是輾轉修

習止、觀，」「輾轉」者，修完這種修那種，修完這種修那種就「輾轉」止觀。

「由修習故，若時生起欲界上品煩惱對治，是名遠離作意。」這樣，如果你這樣

修，修得多，「若是」、如果預著那個時候，就生起什麼？把欲界的上等煩惱都剷除

了，這個剷除不是真的剷除，是壓伏了，即是在定中覺得，整天這樣追求欲望都是沒

有什麼意思的，心就很淡了，有些這樣的心了，就沒有上品煩惱，一出了定就不會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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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那時能夠遠離上品煩惱了，叫做什麼？「是名遠離作意」，那時就叫做「遠離

作意」了。以上就解什麼？解「遠離作意」了。第三個層次了。再進一步了：「又由

間雜薰修止、觀，若能伏斷中品煩惱，是名攝樂作意。」

又繼續修，「間雜」即是修完這種修那種，修完那種修這種，止完就觀，觀完又

止，「薰修止、觀，」好像以煙熏地熏進去，「雜薰修止、觀」，「若能伏斷中品煩

惱，」連中品煩惱都覺得沒有了，另外自己想一下都沒有了，自己連中品的五欲都沒

有多少了，那時候你自己可以試驗一下的，想一些東西來試驗一下的，到那個時候你

想一下吃魚翅的味道是怎樣的，就回想一下吃魚翅，如果你是男女之欲，你就再想你

的女朋友，連到中品都沒有很大的興趣了，有、無都無所謂了，那時候就自然覺得不

起了，中品煩惱。

我講這裏，有一些密宗的人就修雙身法，雙身法就兩種修法的，一種要普通稍為

有些佛學根底的，那些喇嘛就可以教你修的，修什麼呢？譬如你修個我是大威德明

王，我是不動明王，普通就這樣修，這樣修，這種修普通修，有些人就修在前面有個

大威德，有些是修自己變作大威德，觀想自己的身變成大威德，變成大威德明王就遠

遠有一個天女，普通就是那個吉祥天女，即是你們現在唸咒，吉祥天女咒，吉祥天女

遠遠在光那裡飛過來，這個吉祥天女就飛過來，這個吉祥天女就裸體的，整個飛過來

就撲住你，你就結個印攬住她修，就當她與你怎樣？交合。這樣當你修的時候，如果

你定水澄清的，就只是覺得怎樣？你覺得我就是不動明王，代表什麼？代表大智慧，

大智，這個女子就代表大悲，因為女子就情感情性，男子就理智性，一個大智大悲，

大智大悲的結合，就毫無性欲的觀念的。有些就不是的，一修，修到天女飛過來，他

就會情欲大起的，好像那些人幻想那樣，你可以自己試驗了，你覺得是情欲大起的，

即是說你就是中等煩惱都還未除，是嗎？

如果你覺得好像心如止水那樣，即是說你怎樣？就是中等煩惱已經放下了。那種

修就是，普通黃教的人修，就不是用真人修的，是一個天女飛過來而已，飛完之後，

修完之後就送她走，會飛走的，其它有很多，紅教那些就用真人修了，一個喇嘛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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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配偶來修，那些叫做「明妃」，他就「明王」嘛！明王的妃，那些叫做「明

妃」，有好幾個，有些喇嘛幾個明妃。那時斷除中品煩惱就覺得很快樂，怎樣快樂？

我講給你聽，是一種快樂叫做什麼？我們平時有一種樂，有一種叫做無為之樂，

你們有沒有試過？覺得我們的心逍遙自在，毫無拘束那一種快樂，叫做「無為之

樂」，無為之樂，再淺一些，比無為之樂少一些，我們如果讀小說，喜歡讀冰心

(1900─1999)的小說，冰心所寫的東西裡面時時會寫一種什麼？寫一種無言之美，不

用講的，自然有一種無言之美，例如它舉一個例，這個無言之美。你看見一幅楊貴妃

的圖畫固然是很美，是嗎？

但是覺得它很粗的，還時，有時有些美，你要靠你的精神，你要有相當修養，很

恬靜才享受到，譬如忽然間你隔離屋，譬如你是一個十幾二十歲的人，一個讀書的

人，隔離屋有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婆婆很慈祥的，她走過來看你，一入來的時候，一種

慈祥的心對著你來一個微笑，看著你微笑，那時如果你的心沒有其它欲念，只是看到

那個老婆婆的那種笑，你就會覺得有一種什麼？很像有一種力量滲透你的心靈那樣，

滲透你的靈魂那樣，那時那種美是講不出的！你覺不覺？叫做無言之美，覺不覺這種

無言之美？不是說要楊貴妃那些靚，或者那些歌星靚那些美的！那個伯爺婆(老婆婆)

那種慈祥地看著你的笑容更加美，直情是滲透〔心靈〕的無言之美。

冰心還有一篇作品這樣寫小孩子，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坐在那裡，什麼東西都

有沒有，他望著你，很親切的望住你微微地笑，那種笑也是非常之美，這也是無言之

美。老人家你抱住孫子，孫子也望著你笑，也是無言之美。我現在與我的孫子玩都會

享受到這種無言之美，不是一定要怎樣。譬如你一個出家人、一個師傅，他很慈祥的

對著你，望著你，對著你笑一笑，你也感受到這個無言之美，這是無言之美，美是可

以令你產生樂的感覺的。

那樣都還是未夠高級，在定裏面一切煩惱都不起，自己很有睿智的那時，覺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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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很恬靜的、自己的心明鏡止水地非常之恬靜，那時那種那樣的美，有一種美境，它

令你一享受的時候，你有一種講不出的快樂，是定中的快樂。你到那時有這種快樂，

那叫做什麼？「攝樂作意」，「攝」即是攝受，那時享受，享受種種樂，自己享受、

「攝」即攝受。「次若觀見能障善行(的)欲界煩惱，」那個能夠「障(礙)善行(的那些)

欲界煩惱」，看到了，是嗎？

看到、知道「欲界煩惱」如何壞了，而且看到它怎樣？「住定、出定皆不現

行，」當我入定、「住定」即是入定，當我入定的時候那個煩惱就不起，有時有些人

入定的時候煩惱更加多，你不入的時候反而不會胡思亂想，你盤身入定的時候你更加

多東西想，「住定」的時候與「出定」的時候都不起了，不出現了。那時即是說你怎

樣？你快要連上品的欲界煩惱都沒有了，那時你就要試驗自己了，當這個時候「當更

審察」，自己測驗你自己，測驗什麼？「隨於一種可愛(而平日以為)淨(之)境，攀緣

思惟，」你們自己想，那時你要想什麼？

你如果平時對於那些「味」，你對於食雞、食鴨還有沒有興趣？你那時試驗，自

己設想自己，現在有很靚的掛爐鴨、填鴨現前，現在可以吃的，看看自己有什麼感

覺？這個顏色，你平時很喜歡的顏色，很靚的美色，自己試。聲音，靚的歌，你自己

聽。或者你是男女之欲的，你就想一個很靚的女子在面前，或者你想很靚的、漂亮的

男子在面前看著自己，看自己起不起欲。「攀緣思惟，若見貪欲仍可生起，」你要怎

樣？這樣你就未到家了。

「為斷彼故喜樂修習，」「喜樂修習」你就要怎樣？觀，我還要百尺竿頭，還要

更進一步地來修習，那時那種作意就叫做「觀察作意」，不是說，想就想些壞的東西

是想要來試驗自己的，試一下。「次更如前於粗靜義別別觀察，」「別別」即是各

別，「於觀察後安住一趣，由善薰修此二事故，若時生起欲界下品煩惱對治，是名加

行究竟作意。」這句是什麼？徹底地鏟除了，即是徹底壓低了，外道亦徹底壓低了，

如果你是佛教徒就剷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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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見到，對於那些粗、上界是靜，下界是粗的這種道理，「別別觀察」，再

來觀察，要觀察後就好像上文那樣，設想一些東西來觀察，「觀察後安住一趣」，你

的心，觀察之後的心如如不動那樣，「專注(安住)一趣」了，這樣，你就很歡喜了。

「由善薰修此二事故，」你、「善」即是很好地整天熏習、練習，修這種這樣的「下

地粗、上地靜」這種相，如果你是出世的，你就用來怎樣？

將來改做十六行相，漸漸地，若是那樣輾轉地修，「若時生起欲界下品煩惱」都

斷了，整個人好像柳下惠(前 720－前 621)那樣，坐懷不亂的，你會這樣時，「是名

加行究竟作意」了。「加行」就是加功修行，那時你加功修行得徹底了，如果你修仙

道，修婆羅門道就是這樣。如果你修十六行相，那就快要見道了，預流果了，加行

了。這樣「加行究竟作意」再進一步是什麼？得果了，入果了，得果了，斷除欲界煩

惱了！死了之後你不能夠再生回欲界了，不是！死了之後可以不生，先生去色界，如

果你是佛教徒，你就不能生欲界了。如果外道，他還有種子，他還可以。

以上六級就是因了，下面的就是果了。第三、第三種即是「遠離作意」了；第四

即是「攝樂作意」了；與第六「加行究竟作意」了。「是能伏除(斷)煩惱對治」。

「伏除(斷)煩惱」就是在這三種作意裡「伏除(斷)」的。在那裏，就是在這幾種裡

「伏除(斷)」。宗喀巴這個人〔講得〕清楚到極！所以怪不得西藏的人說他是聖人，

很少有書〔講得〕如此清楚的。

如果佛教徒可以嗎？不行的，你死了之後最多就生在色界天，生在色界天，將來

圓滿的時候一樣再落下來，再下來時，萬一你生在這個色界天，這個地球已經毀壞

了，全部壞了，文化被全部摧毀了，經過幾千年新文化又起了，那時的人還是披芭蕉

葉的，去與野豬打架來取食物的，那時你剛剛在上面死，還生欲界，那你就死了！那

時你走回來，卻是披芭蕉葉的時代，你那時投胎的父親、母親都是披芭蕉葉的！難道

你會著西裝、著禮服嗎？你返回下來也一樣是披芭蕉葉的，是嗎？所以說不徹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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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樣。如果那時是恐龍時代你就更加死……

聽眾：作恐龍。

羅公：恐龍時代你就做恐龍，是嗎？兩棲類的時代，你就做蟾蜍，兩棲類像田雞(青

蛙)那樣噶、噶、噶，蝦毛(小蝦)在海裏跳上來那些。沒有人，那時還沒有人

類，人類還未出世，有些是這樣的問題。宗喀巴教你，這一條是可以斷除煩

惱，可以是生色界，但不要這樣，不要。不要，這樣你就要怎樣？修大乘，修

到大乘這個就將來再講，今日我繼續講多一些，四點半是嗎？講多一些。什

麼？

聽眾：四點呀！

羅公：「如是(若斷 品煩惱輭 )，即是摧壞一切欲界煩惱現行，暫無少分而能現起」

了，「如是」，如果你這樣修，你就可以摧毀欲界的煩惱，令到它不起現行

了，不起了，但是還可以做到暫時少少起一起都不會了，這樣就很到家了，是

嗎？

「然非畢竟永害(其)種子。」但是你不是能夠徹底鏟除種子的，你想徹底鏟除種

子就要修「四諦十六行相」才行的。「由此能離無所有處以下諸欲，然尚不能滅除有

頂現行煩惱，何 能得永度生死？」以上是批評這種定了，「由此」，由我們修這種况

定就很好了，能夠怎樣？「離無所有處以下煩惱(諸欲)」，怎樣？下地就粗，上地就

靜了！這樣在欲界我們修就會修到什麼？捨棄欲界而修，修捨棄欲界就是修那七個作

意，修到第七個作意的時候就是「加行究竟果」的作意，一到那個作意的時候，我們

一進，在初禪近分的時候一進就進到根本分了，入了初禪，入了初禪之後如果你混混

噩噩地，沒有預早暗示，說不定沒有人推你，沒人那在噹你，你都不醒的！

我希望，我這裡入定，一個鐘頭(小時)後我就要起來工作了，你自己告訴自己，

暗示，這樣一個鐘頭(小時)或者過一些你就醒了，這樣，如果你這樣修，即是說你已

經入了初禪了，這樣就再繼續修了，在初禪裏面你就怎樣？初禪這個地都還是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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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入第二禪的定的。初禪就是離生喜樂，第二禪就是定生喜樂，我要更妙的定的，一

路這樣修，又是用那個什麼？

又用七個作意修「毘缽舍那」，修到又第七個作意的時候，又經過多次修，在第

七個作意時一進就入了第二禪的根本分了。如是者一路進，漸漸地繼續修就入了第三

禪的根本分，繼續修就入第四禪的根本分，再繼續修即是四禪色界的頂點了，再繼續

修即是四禪色界的頂點了，再修就無色界了，修無色界定，入「空無邊處」的境界

了，由「識無邊處」再上「無所有處」，再這樣修，用那七個作意一路這樣修就「非

想非非想處」。

好了，到你「非想非非想處」的時候，你把九個地，「非想非非想處地」以前的

八地的煩惱你都可以壓住了，但是種子一樣還是在那裏的，你在那裏生在天裡，壽命

一完你就再來了，再來欲界了，再來欲界你做了烏龜就真是夠弊了！是嗎？那時候剛

好都未有人類，就不知幾多爬蟲等等之類，做隻烏龜，做條爬蟲，被那些恐龍或者什

麼一口就咬了你來吃了，或者你做魚，我有個朋友不是？他發大燒，大熱，忽然間覺

得自己做了魚，在水裡面游來游去，覺得自己做了魚，在游時被人家捉了，捉了去

，他很辛苦， 他，一刀拍下他身上！他看到的！他那裏整個暈了，暈倒一會他又劏 劏

醒了。即是差不多是這樣，剛好做魚被人 那就真夠弊了！如果你做魚就不好做的，劏

大魚食細魚，一條大魚開口一吸就很多條小魚了，你又要殺好多生，這些魚仔我要來

吃你！

起了嗔心、起煩惱來吸，又作惡業，又要再輪迴。所以就一定要怎樣？即是說，

「非想非非想」是這個世界的最頂點，叫做「有頂」，「三有」之頂點，「有頂」，

他一上到「非想非非想定」，入定，生前入定就入到「非想非非想定」，不能夠了！

沒有得再郁了，是嗎？再郁就是什麼？涅槃了！是嗎？他又不能夠涅槃，何解？因為

他那些煩惱種子未除，不能涅槃。結果等出定，再下來。所以他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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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以下就「非想非非想」下一級就「無所有處」了，又再退落「無所有處

定」，「無所有處地」以下的那八級的煩惱，你都離了，都可以令它不出現了，但是

那個種子你沒有辦法剷除。「然尚不能滅除(不止不能滅除)有頂(的)現行煩惱，」有

頂的現行煩惱你不能除，其它那八級的現行煩惱你能夠除(壓伏)到了，你能壓了，有

頂的現行煩惱你還壓不住。下面的那八級的煩惱種子你亦是剷除不去，你怎麼辦？連

「有頂」的現行煩惱你都不能夠剷除，不能夠壓到，「何 能得永度生死？」何況能况

夠解脫？所謂了生死？何況能入涅槃呢？更加沒有可能了，這樣即是沒有什麼用的，

無謂花時間，去專修它就無謂。你修佛教的，一路修，修什麼？修初禪，修到差不多

上下，到了第九級一進就入根本定了！

入根本定前你預先暗示我入一個鐘頭(小時)就出定了，不是什麼好東西，入了一

個鐘頭(小時)玩一下就走出來，他說修這種四禪定，「然依靜慮亦能獲得五種神

通」，可以得神通，到一路升，升到第三、四禪就有那五種神通，但第六種不行，

「漏盡通」得不到，因為你沒有般若智來剷除它。「如〈聲聞地〉，極廣宣說，應當

了知。」好像《瑜伽師地論》的〈聲聞地〉，有很詳細、「廣」就是極詳細地講給你

聽。把這一些也學了。

現在，我加幾個字：「現在(的大乘學人)無修此等根本靜慮之理，」我們學佛的

人無理由要這種這樣的定的，無意進入一下無所謂，是嗎？而且一定會經歷的，「無

修此」即是沒有專修這種定之理，「之理」的「理」字下面我略了很多句，點幾點

(……)在那裡，那個「理」字下面我略了幾句。點幾點(……)。「然於此等若真了解，

則於餘定亦斷歧途最為利益。」本來不修你又講？但是我講給你知道，對於這種定，

如果你能夠了解這種定是怎樣修法的，這樣別人又是教什麼定，那一個又說教什麼

定，你對於其他，其餘的教你定的，有很多人「亦斷歧途」，亂講給你聽，你亦為了

解，所以「最為利益」，亦很有利的。

「如是四種靜慮、四無色定及五神通，與外道共，」「如是四種靜慮與四(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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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定及五神通，與外道一樣(共)，」外道一樣可以得的，「唯得此定非但不能脫離生

死，反於生死而為繫縛，」你非但不能脫離生死，反而被生死束縛，何解？我不知多

妥！我一入到定就有神通了，我在倫敦的女兒在倫敦做什麼我都可以看到她了，真是

爽了！爽了！你就不捨得這個世界，還會再回來，還會很多、作很多業的。你看那些

小說的老祖師，都作了很多業的，是嗎？

一作業就被生死束縛了！「故於奢摩他不應喜足」，所以我們只是修「奢摩他」

而不再修「毘缽舍那」，不修觀，最極其量你是什麼？上到四禪，是嗎？上到「四無

色定」，所以我們不要就這樣「喜足」，就應該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更當尋求真

無我見」，佛家那個空的道理，真正的、講空，無我即是空的道理，那種「毘缽舍

那」；那種觀。這樣以上就講完了，下面就教你怎樣修觀的，這樣就要對著經文，講

一下就對照一下經文的。下面那裏，下面就是學習「毘缽舍那」的法，讀都是要懂

的，不過就下一節了。

聽眾：教授，可不可以講完解密深經(《解深密經》)才回香港？

聽眾：解密深經？《解深密經》。1989年 9月 24 日。

羅公：第六行，我上面寫住：此後要與經文對讀。

你們自己對讀，對著經，現在上文第一就是修止、修「奢摩他」。現在就到第

二，修「毘缽舍那」了，第二、學習「毘缽舍那」之法，就分開四點來講，第一點、

依止「毘缽舍那」資糧，這一句的意思即是怎樣？如果你修「毘缽舍那」就一定要依

據、「依止」即是依據，依據「毘缽舍那」的資糧，即是你做生意都要本錢嘛！「資

糧」，旅行都要資糧，「資」者，有益的，「糧」就糧食，你去旅行一定要籌備糧

食、資益身心的糧食才行，修行也是一樣，也要資糧，是嗎？這樣修「毘缽舍那」有

三種特殊資糧，普通就是兩種，所謂資糧不外是兩種，修行不外兩種資糧，一種叫做

福德資糧，一種叫做智慧資糧，如果兩種資糧缺少都無辦法修行的，所以現在那些佛

教徒年初一見到人，啊！恭喜你福慧雙修！即是說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都具備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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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他這些是普通的資糧，你修「毘缽舍那」就要有特殊的資糧，就是這兩種，第一

種，你看看，一會才講，現在先講「依止毘缽舍那資糧」；即是要有依據，然後

「(第)二、毘缽舍那所有差別」；「差別」即是種類，不同的種類，「毘缽舍那」裡

面的內容有什麼不同的種類，「(第)三、修習毘缽舍那之法」；修的方法，「(第)

四、由修習故毘缽舍那成就之量。」如果你真是修，修習的結果，你所得到的「毘缽

舍那」的份量是有多少？

現在先講第一個。他說修「毘缽舍那」就要依據這些資糧的，好像做生意，你要

資本，這樣資糧有三種，親近，你看看，「親近無倒了達佛語宗要智者，」這是第一

種資糧，一定要親近那些了解佛經裏面的道理的，要「無倒」了解，不要顛倒地解錯

了，那是不行的。「無倒」即是正確地，他能夠正確地了解佛經裏面那些佛的說話，

與那些說話裏面的「宗要」，「宗要」即是他的宗旨、要點。那種那樣的聰明的人，

第一種。這樣，這句話即是叫做「親近善士」，第一點。第二點，第二種資糧，「聽

聞無垢清淨(的)經論，」一定要先讀經論，或者你自己看，或者聽聞別人講，那些

「無垢」的，「無垢」即是清淨的，「無垢」即是沒有什麼污點的、清淨的經論。

這樣即是什麼？「遍求多聞」，即是讀多些經論，「遍」者，多些，普遍讀得多

了，所以現在有些人說不用讀經的，就這樣修就可以了。這些人直情是戇的！「由

聞、思慧引發通達真實正見，」只是讀經論都不行，還要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是

怎樣？要想，想通想透它，然後用自己的思想引出一種見解，自己的見解，引發那種

「通達真實」的道理，正見，不要人云亦云，這個就叫做什麼？如理思惟了，不是不

用思想，不是一味師傅教你怎樣就怎樣，要合理地，如理、合理地去想，想清楚。

這三種就是修「毘缽舍那」之前應具備的資糧，「是(為)必不可少(的)毘缽舍那

正因資糧」了。那裏漏了一個「糧」字，是嗎？糧食的「糧」。這種資糧是「毘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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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成功的正式的因由來的，資糧讀了。第二點，觀之差別。「觀」即是「毘缽舍

那」，「毘缽舍那」裏面有幾多個差別，即是種類、不同的種類，有幾多種。下面：

「謂修四種、三種及修六種毘缽舍那。」經裏面，《解深密經》裏面就將那個「毘缽

舍那」有一段就分為四種，有一段就將它分為三種，有一段將它分為六種的，不過最

普遍的就是四種，四種，最低限度我們要清清楚楚了解那四種的「毘缽舍那」。

現在先講四種「毘缽舍那」，「一、四種者，《解深密經》說思擇等四。」《解

深密經》裏面講所謂「毘缽舍那」有四種，「思擇等四(種)」，第一種就是什麼？

「正思擇」，正確、正正確確去思想，思維決擇，「思擇」，第二是「最極思擇」，

「最極思擇」，深刻地去想，思想，不是浮浮泛(浮淺不深入)，第三「周 尋思」，徧

很深刻，「周 」者，不只是思想一類東西，是很普遍地，各類都要想到的，「周徧

」，「周 」即是徧 徧 completely，「尋思、周 伺察」，「尋思」是廣泛的，「伺徧

察」就深刻的、深入的「伺察」，四種。現在先講第一種，「正思擇」，什麼叫做

「正思擇」？

「緣盡所有」性，正思擇就「緣盡所有」性，「最極思擇」、「最極思擇」者，

就「緣如所有(性)」，那個「性」字是我加下去的，等你們容易解，先兩種，先講這

兩種，什麼叫做正思擇？所謂正思擇就是指思維的那種「盡所有性」，什麼叫做「盡

所有性」？「量」的方面，量的多少，量、境，「盡所有性」是指量，那些境界的

量，所觀的境界，所觀的對象叫做境，所觀境，「量」即是份量與種類，就叫做「盡

所有性」。何解所觀的境界的量與種類叫做「盡所有性」呢？所觀的境界的種類不外

就是幾多種？例如什麼？五蘊，我們將五蘊來觀，五蘊就是所觀的境界，是嗎？五蘊

的分量是怎樣的？五蘊的分量有五類，是嗎？

「蘊」有五類：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五類，而色蘊之中又分為什麼？

五根、五塵與法處色，有這麼多，分量有這樣多，「受蘊」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

受三種，「想蘊」只有一種，取像，「行蘊」有兩種，一種叫做「不相應行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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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叫做「相應行蘊」，「不相應行蘊」最少有二十四種，實在不止的這個數字的，

「相應行蘊」大致來分類即是那些心所，都有四十幾五十種，行蘊。「識蘊」有八個

識，要普遍地那樣去觀察的，分量，「量」分做幾多種類？

例如「色蘊」裡面分為內就五根、外就五塵，另外還有五根、五塵之外還有個叫

做法處色那一類，五類，這樣把各種各類一起去觀，有總合觀，總合觀完又分開來逐

樣觀，一開一合、一開一合地觀察，這樣然後觀得純熟的，譬如這樣，五蘊就這樣盡

其所有去觀，譬如我們觀十二處，又將十二處裏面的內容盡其所地去觀，譬如我們

觀，又是將十八界，譬如我們觀四念住，又將四念處逐樣逐樣來觀，而且這樣，不只

不是不想，他都不是好像禪宗那樣，要你在那裡盲參的，他只是教，把那條路指給

你，要怎樣想、怎樣想，先替你準備了，你這樣想就行了。這樣觀它的「盡所有

性」，當你這種、當你「盡所有性」去觀的時候，你的這種觀就叫做正思擇了，否則

就是不正了，正思擇。這樣「盡所有性」就是講那些境界的量與種類，世界上的東西

不是只有量的，除了量之外還有質的，有質、有量，量、quantity，是嗎？

種類就是什麼？它的 kind，kinds或者 class，種類，質就是 quality，quality，

性質。觀那個質，例如什麼？例如，譬如你觀，例如什麼？觀這個世界，這個五蘊所

造成的世界，這個五蘊所造成的世界是苦的，這個五蘊所造成的世界，當你觀「五

蘊」的時候，你進一步除了觀「盡所有性」之外，你還要觀它的「如所有性」的。觀

它的「如所有性」的時候就觀什麼？五蘊，剛才所觀的五蘊，就是什麼？

所謂「五蘊」就是包括我們的人生的一切與我們世界的一切，不外就是五蘊了。

而這個五蘊所造成的人生與五蘊所造成的世界都是苦的，記住，佛家講的苦不是被刀

切那樣，痛的！就是苦，那個苦字就是什麼？不美滿，不夠美滿的，這樣就叫做苦。

何解說它是苦的？那就要繼續觀了。因為這個五蘊所造成的世界與人生都是什麼來

的？不離這個叫做苦諦的，苦諦有四相，是嗎？第一，有苦的性質，「相」即是性

質，苦的性質；第二，空的，空幻的，無常的，無常應該寫第一的，第一、第三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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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無我的，有這樣的性質。何解說它苦呢？

因為我們五蘊的身體、五蘊的人生不能夠離開那八種苦的，哪八種苦呢？生苦、

老苦，逐種觀的，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憎怨會苦與五蘊熾盛苦，是

嗎？逐種深刻地觀下去，因為苦，這個世界、人生幾十年就是猶如一夢，譬如當我們

五十歲的時候，回想之前的 50年，我們覺得怎樣？好像只是一瞬間那樣，是嗎？猶

如一個夢那樣。回首再想前塵，好像一隻鳥在空中飛過的那些痕跡，根本就不留存。

這樣空的、無常的，何解會空、無常、不由得我有主宰的，我們的人生是這樣悲觀的

人生來的，我們的世界也是這樣悲觀的世界來的，你說：豈不是很消極？

是消極的，以消極開始，以積極終結，既然是這樣，而那些眾生個個在那裡沉

迷，醉生夢死，這些眾生都是可憐憫的，我現在就懂得這種道理了，能夠入佛法了，

我不只要怎樣？自己拯救自己，做一種自利的工作，還要拯救他人以利他，這種這樣

的自利利他的工作是永遠不停息的，由最消極一 起最積極的，是這樣的。觀就觀這飈

個苦諦了，這個苦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個苦怎樣找來的？是由招集的，是由煩惱與

業，第一是由煩惱，第二是由那些什麼？有漏的業，由煩惱所引起的業所招集的，

「集」，這個就是所謂「集諦」了，「集諦」有什麼？有幾種性質的，是嗎？什麼性

質？記不記得？看看？江漢林？剛好你坐前面，集諦那四相？

聽眾：因相。

羅公：因相。

聽眾：集相。

羅公：怎樣？集相。

聽眾：生相。

羅公：生相、緣相，深入來到觀。你說：是呀！豈不是痛苦永無了期？不是！有個涅

槃可證的，是嗎？有涅槃可證的。於是如此一樣，滅諦有四相，如何證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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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修三十七菩提分法，或者佛，到最後八正道那樣去觀，觀，從這種性質方

面深入觀察，這種叫做「如所有性」，性質方面。如果大乘就不是觀這些的，觀什

麼？「盡所有性」就是一種，「如所有性」就觀空，觀空是一種玄學的空，空不是說

只是空洞洞，這個空一方面就空，一方面是幻有，這個又空又幻有的世界與人生是什

麼？我們的識，那八個識變現，為變現，如果我們不控制它就永無了期的，於是我們

就要修行了。想修行又怎樣？是不是單是為自利？如果單是為自利，我們就入小乘

了，我們不是，我們是發無上的大菩提心，發大菩提心，現在要修行六度萬行，這樣

一路就這樣觀，這個六度萬行的修行是依據什麼？

依據佛所說的空、般若的道理與唯識的道理。這個般若的道理與唯識的道理，這

些是屬於什麼？已經是「如所有性」了，這樣觀入去，大乘是這樣.這個觀「如所有

性」就叫做什麼？「最極思擇」，兩種了。「思擇」者，所以說你有時讀經，如果沒

有人講，有時你真是很慘的！看見那本經，一會又說……譬如你拿著一本《解深密

經》來讀，譬如你是一個在大學裏面已經取得中文、中國文學博士了，譬如給你讀一

本經，《解深密經》就很好了！

又「思擇」，「正思擇」、「最極思擇」、「周 尋思」，「周 伺察」，「正徧 徧

思擇」就是正正確確了！什麼叫做「正」？「正」者，right，英文的 right就是正正

確確的思擇，正思擇就是我現在不想壞的東西了，只是想那些正的，不是這麼簡單

的！你所謂「正思擇」就是指什麼？事事物物的「盡所有性」就是「正思擇」，「盡

所有性」是量與種類方面，還有它質的方面就叫做「如所有性」。質、除了那些性質

之外，最後的性質，最後的「如所有性」是什麼？

就是那個真如。最後那個就是真如、真如。譬如你這個，譬如你是空宗，不要講

唯識，講空宗，那些人整天說我講唯識，我就講多一些空宗、般若那些，譬如你說修

大乘的止觀，空宗與有宗是有多少差別的，空宗最主要修的就是「三解脫門」，「三

解脫門」就是什麼？又名叫做「三三昧」，「三昧」者即是定，是嗎？三昧、三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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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禪定？「三昧」又即是「三摩地」，sam dhiā 那個字，三昧、三昧即是修禪

定。

這個禪定是廣義的，包括了止觀，空宗的人修三昧即是修禪定，主要是有三種禪

定的，大乘是修「三三昧」，空宗「三三昧」；小乘就四諦、十二因緣，是嗎？大乘

空宗就修「三三昧」，「三三昧」最主要是什麼？我講「三三昧」，三種定，三種定

又要做三解脫門，什麼叫做「解脫」？是涅槃的別名，解脫即是涅槃，修這三種三昧

能夠令你證得，如果你是小乘就證無餘涅槃；如果你是大乘就令你證無住涅槃的，修

這三種，所以叫做三解脫的「門」。入它的門，由它為門你就入到涅槃的境界了，這

就是三解脫門。三解脫門就叫做「三三昧」。

第一就是「空」、〔第二〕「無相」，第三「無願」，修這種東西你就真是可以

明心見性的，可以見道，由見道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修這種「三三昧」

怎樣呢？第一種就是「空三昧」，空三昧是什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都是眾緣

和合，都是無自性的。你觀的時候就先觀它的「如所有性」，不是！「盡所有性」

的，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五蘊，逐「蘊」觀，我們的世界、我們

的人生就是這麼多種東西的，好像全部排列在這裡的，然後總括，空的、空的，「如

所有性」了。「五蘊」是「盡所有性」，「皆空」就「如所有性」了，是嗎？

空與不空就是它的性質來的，叫做空。怎樣空呢？譬如色蘊，都是什麼？譬如色

蘊，物質，物質，物質現象，就分為色、聲、香、味、觸，這些色、聲、香、味、觸

都是我們的這個世界與我們人生的屬性而已，是嗎？性質來的，有實質的，有沒有

呢？有，就是什麼？是極微，是嗎？是一粒粒的那些微粒子排列而組成的，所謂「色

蘊」，顏色，根本沒有顏色，是嗎？所謂顏色，所謂「黃色」者，其內容就是什麼？

表面上它就是黃，是它的性質，是嗎？它的實質是什麼？就是那些微粒子，現在就叫

做電子、質子，舊時就叫它做「極微」、「極微」。然則所謂「黃」者就只是一堆極

微，並沒有黃。極微有沒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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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觀了，來到這裡就有隙(阻)了，極微有嗎？黃就看得到的，看得到的，摸得

到的，都是空了，極微是理論上有而已！有誰摸過極微？是嗎？誰見過極微？是科學

家從各方面〔推論〕，第一是從數學方面推論，第二是從邏輯方面去推論，先假定有

一種極之微細的微粒子，然後用各方面去證明它，證明了之後就怎樣？用那些電的鋼

板上面，那些光打落去，看它的反應如何？各方面來推測而知道，我們所見到的黃

色，所摸到的硬不是沒有的！最後將它來分析還是有些微粒子，有些那樣的東西在那

裡的，這些東西舊時就叫做原子，現在就再分析為電子、質子，最初就認為那些所謂

微粒子是一粒粒的，現在就說不是了，是嗎？所謂一粒粒是我們假想的，其實那些微

粒子都是什麼？

是一種能力，好像電波那樣，不是真是一粒粒的，換言之即是那些微粒子是能量

的單位而已，並非真是一粒粒的。總之是微粒子，任你是能量的單位也好，或者真是

一粒粒也好。那些人最初，最小的微粒子，那些人，很多科學家，用那些光、電，

光，用那些光的微粒子來在那裡爭論，是嗎？有些人說光，譬如我們一望，望見太

陽，或者什麼？望見一粒，或者我們晚上七點鐘一望到西邊，看到一粒叫做太白星，

閃閃白光的一粒星對著我們，這些光都不知經過幾多光年，我們看到的光不是現在

的，可能是我們的祖宗，不知五十代的祖宗未出世的時候，那些光已經發出，一路經

過，然後才打到我們的眼睛裏面，你以為我們看到的光真是它現在發出的？

是這樣講的，而且這些光是什麼？到底是一粒粒的？抑或是什麼來的？最初就說

那些光是有種東西叫做「光子」，電有電子、光有光子，是一粒粒的，我們一看那粒

太白星，即是說那顆太白星發出一粒粒的光子，劈裡啪啦打落眼球的，所以我們覺得

有光，一粒粒的光飛過來，但是它又不通，何解呢？一粒粒，是嗎？怎會一粒粒走過

來呢？一粒粒，是嗎？它〔走過來時〕中間經過的時候，有很多東西會阻礙的！由它

那裡來這裡是真空就沒有什麼阻礙，一入到地球的大氣層，那些大氣都是一粒粒的，

大氣的那些氮氣、氧氣都是一粒粒的微粒子來的，阻住它，怎能夠一直來到我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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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是的，這套東西不通，不通了！是什麼？不是一粒粒的，光是光波來的，

是一種波動來的，即是一種力，那個太白星裏面發出一種光，光是一種 energy，是

一種力，這種力不是一粒粒的，是波動的，好像水那樣，我們拿起一個仙士

(cents)，拿一個銀(硬幣)在那些水波上面砰地扔下去，那些水波就一路震動，震、震

出來的是波動而已，是能力的波動。那粒太白星那些光波一路好像水那樣，在那裡扔

一個東西，你一塊石頭在這裡，水波紋就一路走到另一邊都還有，那些餘波盪漾，走

到來影響我們的眼，我們就覺得它光了，這樣就修正了，又好一些了。死了！頭頭碰

著黑，凡是波動，它這個邏輯很流行的，凡是波動必有媒介，聲音的波動，譬如我在

這裡 一聲，你們聽到 一聲，是震動、波動，但是要靠空氣的做媒介，那些空氣一嘭 嘭

層一層走過去的，由那個太白星到太陽系中間是真空的，沒有媒介的，沒有波的，怎

能夠通呢？

所以又不通了，怎樣？這樣又回頭了，又要變回一粒粒了。一粒粒又講不通，那

又怎樣？於是又怎樣？於是就有一種這樣的理論了，叫做「波粒子」，「粒」是這個

「粒」，是嗎？是不是這樣寫？是，沒有錯了，光、光的單位是具備兩種性質的，所

謂「光子」就具備兩種性質，一方面是具有波動的 quality，同時又具備什麼？一粒

粒微粒那樣的 quality，雙重性格的，這樣就叫做「波粒子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之後，德、法、英的那班科學家，波粒子理論，最初就是光子，後來就光波，最後就

綜合。現在又不是了！這些就不識了，現在這些最新的又不是了！又不知什麼了，最

後是能量的論，叫做 quantum，現在又說不是了，現在又有一些不知什麼。

所以現在實在有些佛學家，尤其是那個最笨的，笨到要加多些，我朋友叫做張澄

基(1920－1988)，是嗎？現在那個佛學會圖書館，大賣報紙說現在我們買了本《佛

學今詮》了，張澄基博士如何如何，嘿！真是的！你不要這麼蠢啦！科學家的那些理

論是千變萬化的嘛！本來光粒子論的，忽然間已經就變成波動論了，再漸漸地就光波

粒子論了，漸漸地什麼 quantum，量子論了，現在搞到都不知什麼「子」論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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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那班人整日想準備拿諾貝爾獎的，無奇不有，要創立一些新東西來講，你如果說

佛法講什麼就等於他們講的什麼，這樣講是死症來的！

從前那些人就呱呱叫，大喊特喊：我們二千幾年前的釋迦牟尼佛就已經知道這個

世界是原子組成的了！現在西方就說把物質分析到最微細的時候叫做 atom，原子，

原子，佛陀一早就識了！你們科學家已經遲了二千幾年了！以為與他們一樣是好東

西，死了！一會人家已經不是原子論了。那時怎麼辦？所以你整天比附，說佛教就是

那些，別人過了十年八年又進步了，那末你佛法是不是落後？

你說就即是如何如何，到底「即是」你前一段還是「即是」後一段？是嗎？所以

你講佛法，佛法就是佛法，不要〔混為一談〕，你科學家一萬年前又好，我們一萬年

前也好，我現在講我那一套佛法，就不是講你們的那套科學，如果你們科學家想來研

究，就麻煩你先過來讀一下佛經，是嗎？你佛教徒想學科學，你就放下佛教走去找科

學書來看。各有各著，是嗎？各有各部門。不需要說我們這一種即是你們那一種，別

人一衰你也是衰上一份，是嗎？

不要與科學掛鉤，你講你的，是嗎？我個朋友已經七十歲人了，他還是怕死，他

認為佛教徒成日修止觀，對於〔生命〕都不會長命的，不及道家，道教就可以練成，

用氣功練成卻病延年這一套，他說，佛法高是很高，但是一個人死了，你就幾高都無

用了，所以要維持我們的生命長遠才行的。佛教都無講這套東西的！不行！一定要去

道教處拿些氣功的東西過來補佛教的不足。誰知道補得兩、三年，他自己都走了，死

了。氣功何需要練？練錯更加衰！是嗎？

你如果肯修止觀自然就長命的。始終如果你能夠淡淡定定，規規矩矩，不過不

失，六十歲沒問題。六十歲不夠的！很簡單，心地慈祥些，一定長命，仁者壽嘛！你

能夠不殺生，不要害人，不要殺生，起碼長十年命。你的心地，你的心安，「天君泰

然」，道教徒最奉那個什麼？奉莊子為《南華經》的，學莊子的與學醫的都是主張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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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泰然。這樣多十年命！一定多十年！你即是有 70 歲了，「天君」是什麼？你

的精神，你的心；「泰然」，時時都很安和的，「百體」身體，「天君」是指精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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