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宗的那些灌頂，它給你灌頂的時候，也又是那個灌頂體而已！是嗎？這樣，已

經講了那個什麼？空觀了，是嗎？

聽眾：「無願」未講。

羅公：什麼？「無相」是嗎？無相觀，當你修空觀的時候，你跟著就是了，既然是空

了，哪裡有體質？有體質就不空了，「無相」。一切體、相都是無，當你體、

相都是無，你觀的時候，你仍然是在止觀雙運裏面的，既無相，有轉進去了，

既無相了，有何可貪？「無願」了，那個「願」者、貪求，無可貪求。世間的

東西都無足貪求的！又做了，就是「無願三昧」了。一下就直通車那樣，仍然

在止觀雙運裡面又得，出了定再來也行。總之你修定就好像那些教你打拳的那

樣，左來左擋，右來右擋，不是說一、二、三、四打幾輪那樣的。

這樣，如果你是空宗，是大乘的空宗，你想見道就要修這個「三解脫門」，是

嗎？但是當你修空、「三解脫門」之中最要緊就是修空觀，空觀，如果是，有些人直

情就是怎樣？空就是無自性這樣入，我剛才講了，即是無本質的，第二種入法就是用

什麼？西藏人就用「不生」了，不生了，他觀什麼呢？如果是不空就一定有生的，如

果它是有為，如果有一種東西是不空的，這種東西就一定是有為法的，整件東西在這

裡。不過有為法一定有生、有滅的，如果連生滅都無就即是不生，即是無為法。如果

它是有為法，如果是不空的，就一定有生，這樣我們就觀察了，看看有沒有生？我剛

才講過了，如果是生不外乎是三種生法，第一、自己生自己，是嗎？如果自己生自己

就不合邏輯的，是嗎？自己都〔已經〕有在這裏了，又何需生自己呢？無意義的。

第一種，自己生自己不通。第二種，另一個生你，阿甲生阿乙，阿甲若會生阿

乙，這樣應該鴨蛋可以孵出雞仔了！但是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事。另一種可以生這種出

來，那麼種桃樹就會種出梨了，是嗎？偷東西也會變成佛了！別的東西會生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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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所以說別的東西會生這種東西，這句話是不對的。但是有這種東西，母牛確是會

生牛仔是另有原因，不是說光是一頭母牛就會生牛仔。只是母牛不能夠生牛仔的，母

牛生牛仔一定要有隻公牛來配種的。是嗎？除了公牛配種還要培養的，要各種條件

的。眾緣和合然後才能夠生牛仔的。所以你說「他生」，這個「他」完全是「他」就

講不通的，完全是「他」就不是雞蛋都可以孵出雞仔，不通的。這樣「他生」不通。

「自」與「他」合起來「共生」也不通，「自生」不通，就一個不通了，「他生」也

不通就第二個不通了，兩個「不通」加起來還不是一樣不通？左面的袋裡有多少錢？

沒有錢，等於零，右邊袋裡的錢也等於零，兩個袋的錢加起來零加零又是零，所以

「共生」也是不通，你說：「無因而生」的？也是不通！如果無因而生的，就應該是

整日生之不了，抓住一杯茶就砰砰聲就生出銀紙了！無因可以生嘛！是嗎？無因可以

生就糟糕了！生無窮了！我現在無因可以生東西的，我可以生多兩隻眼，兩隻眼又一

路可以生兩隻眼，一路這樣生就充滿了眼都有之。所以「無因而生」又更加不通。

既然凡是、這樣得到一個結論：凡是「生」都是不通。不通又說「有生」？這些

是妄見，好像什麼？好像你的眼睛有病，見到空中有朵花，實在空中並無花，是因為

你的眼睛，眼痛，所以你見到空中花。直情是我們的智慧邪了，不要！我們不要這種

邪的智慧，不跟它走！就停在那裏。觀到這裡，凡講有「生」都是虛妄的，得到了一

個結論就停在那裏。停在那裏如果保持，保持這種生都是虛妄的〔想〕，止觀雙運

了。如果你說，我不想了，我再想回阿彌陀佛了，又止了。「三解脫門」就是這樣

修，修得多就是怎樣？會修就是無間道、解脫道，這樣來斷除煩惱，斷除那些執著，

漸漸地那些執著全部沒有了，你就見道了。

你說，當我們這個止觀雙運在第九級，是嗎？第九級的止，即是那個第九個住

心，都未曾入，都是初禪的近分而已！未曾入到初禪的，這樣就可以得了，又說見道

一定要在第四禪？是！你初禪近分那樣觀的時候，你就在那裡保持那個止觀雙運了，

止觀雙運，一會止觀雙運的時候，你的觀一散，你就再止了。止的時候你的心不亂，

不亂你就入了什麼？當你的心不亂的時候，你就由初禪近分進一步上一些，你就怎

樣？就是初禪的「根本分」了，就正式入了初禪了，就什麼都不想了，是嗎？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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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還會起一個妄念，那個妄念起，即刻就用一個什麼？用一個「不妄」的念頭壓

低它，入了初禪。入了初禪之後，你在初禪裏面，你就觀了，在「根本分」本來初時

就不觀，後來你或者更進一步的時候，可以在初禪裡面就修觀的。

一修觀的時候，有兩個解釋，一個就說，當他再修觀時候，就退回到初禪近分來

做，一個。一個就說，上去第二禪近分那裏觀，也是合理的。這樣就在那裏再修觀

了，或者在……有一個講法就說，就在初禪裏面都可以修觀，即是三種可能，一、退

回去初禪近分處修觀，二、就在初禪中間處修觀，三、上的時候修觀，其實怎樣？三

種都有，是嗎？三種都可以，倒退，你可以倒退下去，如果你功夫夠可以進上的，功

夫夠不夠之間你就在初禪裡面去起尋伺來修觀，來去自如。這樣你在初禪那裏修觀就

更清楚，是嗎？漸漸地，很靜、很靜，連那個尋伺都沒有了，定力很夠了，上第二禪

了，由初禪上第二禪又有一個近分，那個近分起的時候，那種輕安好像身體有氣一

樣，霹靂啪嘞(那樣)如大海魚龍那樣變化的。那時就是將入第二禪的近分了，在近分

裏面漸漸地，初初就霹霹啪啪那樣，後來就冷靜了，冷靜以後在二禪「近分」處你又

修觀，二禪「近分」裡面修觀，所體驗到那種親切比較初禪近分更親切，斷除煩惱的

力量更強。

第二禪近分修觀，修到正式入了第二禪中間又可以起觀，當漸漸地你起，你入第

三禪，在第三禪裡面又經過一個近分，又在近分處又修觀，近分之後，修止觀雙運之

後，你一進入去第三禪的「根本」那裡來修觀了。到第四禪近分又修觀，正式在第四

禪裡面修觀，在第四禪裏面就一定是止觀雙運的，在第四禪裏面止觀雙運那時，那斷

煩惱的力非常之強的，如果你把三界的煩惱，很容易在第四禪裏面，你想斷除欲界煩

惱是在初禪已經有資格全部斷了，是嗎？如果你再上，入了初禪之後，你就要掙扎上

第二禪，你能入第二禪的時候，欲界煩惱幾乎全部沒有了，就是能夠壓下不起，不能

夠起了，除非你重新生回欲界就會再起，這樣在第二禪裏面你就修觀來斷煩惱。

你死了之後連初禪都不用修，就生第二禪天，你再到第四禪裡面的時候，修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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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欲界與色界初禪、二禪、三禪的煩惱都完全沒有了，都不起了，只是第四禪的

煩惱還有，你如果見道，就連第四禪的煩惱你都有辦法剷除，如果第四禪的煩惱都剷

除了，即是怎樣？欲界、色界煩惱都沒有了，欲界九品煩惱被你清除，色界初禪有九

品煩惱你又清除了，色界第二禪的九品煩惱你又清除了，色界第三禪的九品煩惱又清

除了，每「界」都有「加行」、「無間」與「解脫」，被你都清除了之後，這樣你在

第四禪裏面，就要斷第四禪的煩惱了，這樣四禪煩惱都斷了，那就沒有色界煩惱了。

你如果死了再輪迴，你不修空觀你就不見道，不見道，見道就要修空觀，有些不

修空觀，只是剷除煩惱也可以的，即只是壓低它，不能夠剷除種子，那些外道是這

樣。這樣你就入無色界了，修無色界定，「空無邊處定」又有九品煩惱，都剷除了，

「識無邊處定」的九品煩到又剷除了，「無所有處定」的九品煩惱又剷除了，「非想

非非想處定」卻不能剷除，不能剷除，如果一剷除了，你就入滅盡定，涅槃，但是你

不能夠剷除，因為你不修空觀，所以如果你早在初禪以前就一路都是修空觀的，一入

定，入到「非想非非想處定」，即刻一轉就入滅盡定了，意識不起了，或者就在「非

想非非想處定」那裡就入涅槃，入涅槃以後就再不輪迴了，你是阿羅漢。就是這樣，

明白了？

如果你修「三解脫門」就是這樣。來到這裏就要講給你聽了，修「三解脫門」的

第一個次序是先修「空解脫門」，即是空三昧，其次就無相三昧，其次就無願〔三

昧〕，「願」就是貪求，無可貪求。三三昧。但是唯識宗將它來倒轉的，第一就是空

三昧；第二就是無願三昧；第三然後才是無相三昧，倒轉的。何解會倒轉呢？它就這

樣解釋，觀空是一樣的，既然空了，有何可「貪」？無可貪求就直入無相，直入無願

三昧，由空三昧轉入無願三昧，無願三昧空的，又無可貪求，那就怎樣？凡所有相都

是虛妄，我就要怎樣？思維這個無相的真如，無相的涅槃的快樂，要入了那種觀，觀

無相的狀況，那時就觀凡所有相都是不要的，都要撇的。這樣就無相。這個是唯識

宗。次序不同，〔其實〕一樣的，無所謂的，是嗎？兩件點心擺在那裏，你先食蝦餃

也行，先食燒賣也得，一樣的。是嗎？無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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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要知道，次序是不同，大乘講空的就是這個「三三昧」，這樣，本來

「三三昧」一路這樣，那個竅，那個關鍵就在「空」那裏，「空」那裡就用「不

生」，龍樹的觀，龍樹菩薩用兩種「不生」的，一種「不生」就是自己不生自己；他

人不能生你，即是不「自生」、不「他生」，亦不「共生」，是嗎？亦不會「無因」

生，這是《中論》了。但是《中論》又這樣講，凡是「生」就不能脫離時間，凡是…

…要不你不要講「生」，一講到「生」就有生的時間，沒有時間又怎樣「生」呢？以

前沒有的，現在有了，這樣才叫做「生」，所以「生」就一定有時間，在邏輯上就是

這樣。好了，如果，這樣有時間沒有呢？你說「生」，自己問自己，觀，既然說

「生」，有沒有生的時間？如果你說沒有生的時間，就即是沒有得「生」，是嗎？生

就一定是以前無，現在有了，在時間裏面才可以「生」的，你說沒有時間即是「無

生」。

這樣即是說，如果生，講到生，只有兩個 case，一個是有時間的，一個是無時

間的，如果你無時間的就不通的，根本就無得生，無生的時間，無生的時間何來有

生？即是說你入學校讀書那樣，你什麼時候有入學讀書，一定有個入學的時間，你說

沒有的！沒有時間，那你即是沒有入學，是嗎？如果你說無生〔的時間〕，根本就是

「無生」，是嗎？無「生」的時間根本就是「無生」！你說有，好！有嗎？有，你自

己問自己，「有生」的時間不出幾個，時間不出三個時間，第一、未生，未來才生，

現在未生，「未生」；第二，正在生，是嗎？現在正在生。第三、已經生了，不外三

種情形而已，過去、未來、現在，將過去、現在、未來套下去那個「生」字上，好

了，現在看了：第一、「未生」、都未生就不生了，它都未生又怎樣「生」？是嗎？

即是你未發財，你就說你發財了怎行？不合邏輯嘛！你都未死又說你死，豈不是又不

通？「未生」就是不生，你說「未生」就不對了。「未生」你就不要講空，你都還未

生，已經生了！生了還要生？你已經生了兒子了，還生？是嗎？生了亦不會生，不合

邏輯的！已經生了還生？不合邏輯。正在生，正在生？正在生即是一半未生，一半已

經生了，未生又不生，未生的那個「生」就等於零，已經生了的「生」又等於零，零

加零還是零，是嗎？這樣就正在生亦「不生」。然則就是怎樣？「生」就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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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你的智慧錯誤，本來「無生」的東西你硬要說它「生」，凡是所有，凡

是「生」都有個「生」的相，名言都是不對的，我們是有智慧的人，不要跟著那些虛

妄的名言走，無「生」的！是，確是「無生」的！當你說「無生」的時候，當你說，

如果一個人烏凜凜(糊塗)的，「無生」的！「無生」的！你這樣叫做「有相」(毗缽舍

那)，徒有其相而已！徒有這個「不生」的名相而已。你再進一步「尋求」(毗缽舍

那)，何解「不生」？未生也不生，生了也不生，已生又不生，正在生亦不生。這樣

就對了，龍樹菩薩都這樣教我了，師父也說對了！這樣是很粗淺的思想去尋求「毗缽

舍那」，是嗎？

第三步「伺察」，好像直接體驗，確是如此，非這樣講不可的，伺察，由「伺察

毗缽舍那」那裡漸漸地好像覺得很親切那樣，那時是現量了。有相與尋求都是比量、

都是推理而已，一到伺察，伺察初期都是推理，由推理入到極純熟，現量了，直接體

驗了，六祖就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用譬喻是什麼？你學游水，那個游泳老師

教你吸氣的時候，低下那個頭，那隻手就扒(划)出去，一、二、三那樣，然後又抬高

頭，一、二、三、四又抬頭，游蛙式，來來去去那隻腳撐一下，手又扒(划)一下，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那樣扒(划)，那時根本是亂撐未識游的，「有相毗

缽舍那」是這樣。是嗎？還要怎樣？數著那些名言，一、二、三、四，漸漸地「尋

求」都可以了，不用數都得了，會扒(划)水了，但要還要認真留神才行，一不留神你

就像秤砣那樣浸落水了，「伺察毗缽舍那」。再進一步要怎樣？都不用數了，扔你落

水，推你下水你自然就會扒(游)了，但是不數，咦？我已經被扔落水了！要留神了。

再進一步就怎樣？都不用了，推你落水，你不用想，自然你的手就會郁、會扒(划)

了。那時是怎樣？好像現量那樣，不用想的，你都不用想的。

我們講回頭，當那些沙塵一吹過來，當那些沙塵吹過來的時候，你是否需要想：

咦？現在沙塵吹過來了！我要合起雙眼，我們需要這樣嗎？你一想時，沙塵已經走進

你的眼睛裡了！你怎樣？不用的，沙塵一吹來你自然就會閉起雙眼的，是不是這樣？

那時是現量的，超過了尋求、超過了伺察就現量了！那時是止觀雙運的，是嗎？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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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量，你是在觀，止觀雙運，這樣就是斷除這個三種煩惱。

「不生」，想一想，如果你是用西藏喇嘛的方法，「空」，「不生」等於空，因

為「不生」所以空，而不生何解「不生」？兩個理由，他說什麼？用時間做理由，未

生者不生；已生亦不生；正在生的時候亦不生，所以就知道「無生」，第一種了。第

二種是什麼？這個我都不記得了，是什麼？剛才我第一次講的是什麼？什麼？什麼？

自己不生，自己不生自己，第二個是別人不能生你，是嗎？第三個，自己加上別人都

不生，但又不是無因而走出來，西藏喇嘛，黃教是只有兩種的。成個《菩提道次第廣

論》教你修空觀，就只有這兩種，夠了，這樣，這個「不生」。你說，我只是眾緣和

合而生的，都可以！不過越深刻越好，空宗就是用這個方法，我不是空宗！我學唯

識。唯識也是一樣，唯識就還多了一些，多了一些東西，多了一些厲害的東西。唯識

是怎樣？你要懂通了唯識的那套道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乃至你的父親、你的母

親都是「識」所變的，是那個「識」顯現的，你通了這套哲學，就一切都是「識」

的，你就入觀了，入觀的時候又是要那「九種住心」了，是嗎？到了你「第九住心」

的時候……不要緊的，由得他，由得他，做什麼？由得他，不要緊，細路哥是這樣

了。

在那九種住心裏面觀了，觀了。入觀又怎樣？我們中國的窺基法師就將這個唯識

觀分做五重，空宗就三重，「空、無相、無願」；唯識觀就五重，實在不用五重那麼

多的，縮為三重已經很夠了，五重是怎樣呢？觀所有的東西是空的，不是！所有的東

西都是「識」變的，他不說它空。即是你眼見，見到有個人在那裡，根本就沒有這個

人，是他的「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將他呈現成這樣，而我就托他的樣子做本質，反

映入我處，於是我的「阿賴耶識」又現出他的本質，他現出本質以後，我的「眼

識」、「耳識」等六個「識」又托他的本質，將我所變他的本質反映進來我自己處，

他不是沒有，他自己識變他，我的識就將他反映進我這裡，我見到的人是見我變的那

個人。

同一樣道理，我見到的母親，那個母親都是我自己變的，還有，這是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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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擺弄我嗎？你衰而已！這是你自己變的！這個敵人是你自己變的，你過去的業因刺

激了那些令到你衰的那些種子出現，所以就有個這樣的敵人，現在那個敵人反映進

來，是你自己衰，不要怪人，「君子求諸己」(《論語·衛靈公篇》)，你以後不要做這

些事，不要作惡，自然這一幕、別人擺弄你的一幕自然就過去了，自然就沒有人擺弄

你。如果你說，你擺弄得我很辛苦，你可以去求一下佛，是嗎？或者求一下、念一下

咒等等幫你的忙，即是用一種力量，有一種已經是聖人的、高級的聖人他有一種力

量，他會幫你的忙，是可以的。你就是耶穌現在也可以幫你的忙，有些人去拜龍母娘

娘，有些人拜關公，一樣也可以幫你的忙，不過那些鬼神的力量很有限，那些聖人的

力量很大的，他怎樣幫你的忙？

譬如這樣，你行出去，上面一塊磚頭掉下來砸到你的腦囟，你會死的，這時候一

定會死了，而你與觀自在菩薩有緣的，整天都念他的，那時剛好你就是正在念佛，正

在走的時候，這時候，他會變東西的，你那一幕就變出是被磚頭砸死，是嗎？他就整

一幕是變什麼？你的「阿賴耶識」就變到磚頭這樣落下來，他的「阿賴耶」、他就沒

有「阿賴耶識」的，他有「無垢識」，「無垢識」的力量強到極的，他干涉到那塊磚

頭掉歪了，這樣那塊磚頭在你的膊頭(肩頭)過了！是嗎？這一幕情景是他變的，你可

以變到磚頭砸到你處，但是你的力量不夠他強，即是你電力的 watt數不夠他強，他

要多少千watt，他在那裡作觀就行了，他觀那塊磚頭在這裡過，在你那裡過，他比

你強，他的 watt力比你強，那塊轉頭就在你那裏了，擦破了你的衣服，那塊磚頭幾

乎砸到我！其實他有一種力量觀，這些就叫做什麼？叫做「加持力」了。唯識是這樣

解釋，可以是這樣，所以不只是佛菩薩可以加持你，耶穌基督、聖母、龍母、關公，

那些可以，那些高級的鬼神，那些是高級的餓鬼而已！那些高級的餓鬼。樣樣東西都

是「識」變，你幾衰都是你自己的識變，你幾好也是你的識變，何解有些好有些不

好？你的業種子，你做得好事多，你前生做得好事多，那些業種子，或者你一萬世以

前做了很多好事，那些業種子你現在才有機會〔出現〕，或者一萬世以前你做了很多

惡事，九千幾世你都無機會出現，現在剛好你衰，這一世就出現了。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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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那個時候就先觀一切都是唯識，這樣，這個就是第一重了。即是五個層

次，這即是三種三昧，三個層次，三重功夫，它這裏是五重，第一重，「遣虛存實」

了，「遣」即排除，排除、不要，「遣」，「遣」即是除也，「虛」、假的東西，什

麼假的東西？這一世人執著有個我，那個「我」是假的，虛假的，排除了它！不要！

「實」是什麼？我們的「識」變的世界是有的。我們所變到的，這個、這個杯，是我

們的「識」變的，這個杯不是無，是「識」所變的杯。那個人，是他的「識」與我的

「識」共變的，那個人有，不是無。但那個人就不是「我」，那個「我」不是實我，

那個實我、實法就是虛的，虛的就除遣了，保存那個實的。可謂「山」了。那輛車是

空的，你說有一個實的汽車是空的，你執有一輛實的汽車你是錯誤的，排除了它，遣

了它，但是這個「識」所變的社會，這麼多人的「識」與你自己的「識」共變的那輛

巴士，那輛的車不是無的，是識所變的假車，不是沒有的，是實的，我們保存它。所

以我們過馬路，不要以為車是空！無的！過啦！它撞過來，它會撞死你的！因為何

解？識所變不是等於零，不是等於無。實的我們要保存，識所變的世界，識所變的人

生，是實的，比較都是實的，我們保存它，很好地、很鄭重地對待它，不要疏忽。

只是那個我執、法執要排除了，遣虛存實。由你初禪學修觀一路到你成佛都要、

必定要遣虛存實的，如果你不遣虛，你就是外道了，執有我，執有實我，實法了，第

一步遣虛存實，你們個個都可以修，如果你在九種住心遣虛存實，到了第九住心就要

想了，尋求、伺察那三種「毗缽舍那」，何以「虛」呢？不是說虛的！這些叫做什

麼？「有相毗缽舍那」而已。何解虛呢？有多少道理的，就要「尋求」。很深刻地進

去滲透的，就叫做什麼？「伺察毗缽舍那」，由「有相觀」，到「尋求觀」、到「伺

察觀」，再觀到純熟，現量的、直情體驗的，那時就止觀雙運了。那時在止觀雙運裡

面，現量智起，那種現量智起就是無間道、解脫道的斷除，斷除什麼？斷除我執，斷

除法執，把那些上上品的我執剷除。上中、上下的那些是比較難除的，就是這樣，剷

除。這樣，第一級是遣虛存實，個個都可以的。第二級了，譬如遣虛存實都得了，那

就這樣了，各宗的講法套下去給你，天台宗你也讀。

第二級是「捨濫留純」，「濫」是什麼？你說這個世界的山河大地都是識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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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假的，不是實的，遣虛存實，你仍然是什麼？是呀！你現在正在觀就知道它不是

實，一會忘記了觀，就覺得成個實的山在那裡了！又覺得整個實的人在這裏了！尤其

你與她有恩的，這個媽媽確實是整個媽媽在這裏的！如果這個是你的太太，她就整個

實的太太在這裏的，這樣一下就忘記了，何解會這樣？因為你濫，「濫」是什麼？你

所講的，你說是沒有，說沒有，你說是識變，到底識都是變了一種東西在這裏的！識

所變的不是無。這個識所變的仍然是「濫」的，不夠純淨，不要！只是觀我的識，我

現在只是觀我的心，不觀那些東西，那些東西雖然是識所變，很容易引起我們的觀走

了出外面，只是觀自己的心，心就是純的，識是純的，這個外面的境「濫」，遣虛存

實是什麼？我所執，所執的實我、實法都是虛的，遣，「存實」，全部是識所變的，

整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識來的，存這個「實」，第二個「捨濫留純」，除了那

個我執、法執，還有個識所變的影子的，是嗎？這種東西是識所變，實的馬是沒有，

識所變的馬是有的，實的汽車是沒有，識所變的汽車仍然有的，不過是「濫」，不夠

純，捨，「捨濫留純」是第二步了。

除去，還有那個識所變的「相分」，有形有相，除去，除去「相分」，保留「見

分」，那個識有「見分」的，會見事物的，除去「相分」的濫，保留「見分」的純，

凡所有有相的東西都是假的，都不要！我都不觀它，我現在觀我自己的心，我的心的

活動、那個識的活動的「見分」，不是沒有的！整日有個「識」不斷，每一剎那都是

一生一滅地活動的。只是觀自己的心，就叫做「捨濫留純」，識不識解？這是第二

級，高級一些了，是嗎？高級一些就要很熟唯識的教理才行，如果修得熟的，你當下

在這裏你見不到東西的，入觀就有，譬如整班人坐在這裏，沒有的！這些全部都是識

幻變的，那些根本不想它！沒有的！見到一片、一片虛空，可以見不到東西的，可以

令到你見不到東西的，「捨濫留純」。第三又是九種住心，一路一路地止觀雙運了，

「攝末歸本」了。一個識，譬如一個「眼識」，那個「眼識」一個「眼識」的體，開

做這個「相分」，這個影子， image，一方面是一個力量看下去的，看下去那個

image處，那個「見分」，那個「相分」固然是要遣除了，但是「見分」終究不是

根本，那個「自證分」，那個「識體」才是根本，把那個「見分」收進去，不去外面

想事，自己保存自心，唯觀有自心。「攝末歸本」了，又高級一些了，是嗎？觀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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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觀到止觀雙運。這樣到第四級，第四重了，要教你很熟悉才行，「攝末歸

本」。

到我的「識」不是一個單純的，我們的識，每一個眾生都有八個「識」，八個識

之中每一個識都有「心王」、「心所」，「眼識」有個「眼識心王」，還有很多什

麼？「 行」、「別境」那些心所，我們的「第六意識」的意識心王就有五十一個心徧

所，「心王」是主，是王，「心所」是王的臣子，「心王」、「心所」，有沒有看？

胡蘭芬有沒有看？我現在記得你的名字，有沒有看？有沒有看我本書？「心王」、

「心所」，明不明白？這個心就沒有分析頭腦的，一個「心」是一個 group，是一

個精神活動，每一個人有八個心，每一個心都有一個 group，那個 group裡面有一

個中心，有一個 center，那個 center就叫做心王，圍繞在 center側邊還有附屬的作

用，那些附屬的作用就叫做「心所」，主的作用就叫做「心王」，例如我們的「眼

識」起，一眼望落去紅，見到紅，眼睛只是見到，見到那個紅色，那個紅色與眼睛無

關，是意識，見到成幅東西在那裡，但只是見到那幅東西，好像影相機一樣蓋下去，

見到一幅這樣的東西，彩色相片，見到一幅東西，至於看進去，我們有一種力量整天

拉著「眼識」去看的，我們一不拉著它，那個「眼識」就看了別的東西，這種力，這

種力英文叫做什麼？attention，是嗎？如果你不 attent，你就看不到東西的，是

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你的心要在，叫做「作意」。這個作意一離開，你的心就看

不到了。有一個「作意」做助手，你看東西的心，那個「眼識」是中心，還有一個助

手叫做「作意」，只是作意不行的，望下去，如果我是眼痛的，望下去那個紅色，我

的眼睛會不舒服的，我們就有感受了，有 feeling了，覺得痛苦，不妥。

如果我很喜歡紅色的東西，我是細路哥(兒童)，細路哥很喜歡紅色的東西的，真

是好了！覺得快樂，那種感受，這個是「受心所」了，是嗎？如果是無所謂的，我望

下去紅不紅都無所謂的，既不覺苦又不覺樂，那是什麼？「捨心所」了，「捨受」

了，「不苦不樂受」了。一定有的，是嗎？「作意」、「受」，同時，我們還有一種

力量是什麼？把它那種形狀將它怎樣？將它取進來，取進來構成一個 image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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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裡面，一個影子，好像一個影相機，影相機拍照，你坐在那裏影，那部影相機要把

你影子套進來，公仔那樣，我的「眼識」看東西的時候，把你的樣子套進來，那種力

量，那種套的作用，把你的形象套進來，現在用共產黨那套辯證法唯物論那一套，那

個名詞解什麼？叫做「反映」，反映它入來，把你的樣子反映入「眼識」裏面，那種

反映的力量叫做什麼？就叫做「想」了，那個「想」字不是胡思亂想，是

abstraction或者 impression叫做「取像作用」，把那些境界的形狀取了進來，那種

取像作用，就叫做「想」了，「想」的作用很重要的，如果你沒有想的作用你不會講

話的，何解？譬如我說：這個人叫做陳芷君，假設這樣，我就要怎樣？我見到，我要

指著她說：這個就是陳芷君，又要見到她穿了一件綠色的衣服，坐在那裡，把那個、

用作意來注意看她，是嗎？還要什麼？取像，把她的形象取了進來，還要感受，看她

的綠衣服舒服不舒服？如果是污糟邋遢的，嘿！不舒服的，是嗎？如果是綠得很好看

的，因為有很多種綠的，是嗎？這樣，這時候這麼多種作用，然後什麼？最緊要是

「想」。

「想」是什麼？這幅東西，如果沒有那個「想」，這幅畫怎會蓋進來？這幅東西

〔的活動〕根本就沒有什麼進展，這個活動沒有得進展，這個「想」。還有，如果是

「第六意識」看下去，當我的「眼識」看見陳芷君在這裏，我的第六意識跟著一齊看

的，第一個剎那，那個「第六意識」好像影相那樣影了對象，第二個剎那可能我瞇上

了眼睛也說不定的，第二個剎那雖然我瞇上了眼睛，但是我的意識會怎樣？會將剛才

所影到的她的樣子再在意識裡面現出來，這個人現了，現要用「憶」，記憶力，那個

記憶力叫做什麼？叫做「念」了，透過「念心所」了，把舊時、前一剎那見到的陳芷

君再回憶起，又再回憶幾多個月前，幾多年前，當初見她來聽的時候，我問她叫什麼

名字？她說：叫做陳芷君。又把資料日日找，將那些資料再找出來，用那個念力，再

綜合回來一拍(比較)，這個不錯是陳芷君！不是李芷君。意識就是這樣，構成之後，

這個是陳芷君，不是李芷君，我可以講給他聽，這個人叫做陳芷君。思想了，講了，

他聽到我講，他也想這個是陳芷君，不是李芷君，如果沒有「想」的作用，我不能講

給你聽，他也沒有辦法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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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最要緊，是取像作用，一切概念的構成都是「想」，所以有些人，將那個

「想」字譯做什麼？ conception，概念作用，不同的，有些人就將它譯作

abstraction，取像，對了。有些人太膚淺，就譯作 impression，其實三種合起來就

是「想」，出於取像作用 abstraction。這樣……「想」，出於取像作

用，abstraction。這樣，一個心王做中心旁邊還有很多，還有什麼？如果你看看，

你的意識想，這個陳芷君，她的口袋裏面有錢的！一會看看如何，等她走的時候，看

看將它拉一些下來都不錯。起了「貪」，那個「貪」的煩惱心所起了，是嗎？如果你

說，嘿！她與我都是有些仇恨的，不要睬她！就起了一個「嗔」了，這樣圍繞著那個

意識來起這些。

那些心所，好了，講到這裏，每一個識的活動，心王有一些助手，是劣一些的，

心王是「勝」，心所是「劣」，聽不聽得明白？我們入觀的時候，隱劣，那些劣的費

事想它，只是想那個心王，我們只有八個識，八個心王，其他那些劣的心所全部不理

它！不是說沒有，是不理，隱了它，不理它。現在我想觀的只有心王，我們整天就是

我的八個心王活動，隱劣彰勝地入觀，當覺得這個宇宙不外是一心而已，你會這樣

的。

好了，第五重了，最後那一重，再走入《金剛經》，你到那時候讀《金剛經》就

全對了，「遣相證性」，「凡所有相，悉皆(是)虛妄。」外面就說它是「綠色」又是

虛妄，說它是「我」又是虛妄，說它是「法」又是虛妄，說它是「紅」、說它是

「綠」又是虛妄，甚至說它是「心」都是虛妄，凡所有概念都是虛妄的，一切相，一

切有形有相的，甚至一切名相的都是虛妄的，遣除它！排除它！不要！不觀它！撇開

它！不理它！《金剛經》了！「凡所有相，悉皆(是)虛妄。」是嗎？好了，這麼多

相，是否空空洞洞的無？不是！這個真如實體不是無，我們現在證這個無相的真如，

要求證這個無相的真如，這個即是《金剛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個

「諸相非相」就是「性」，這是真如實性，不是無，我們現在是就要體驗這個真如實

性，「真如實性」是什麼？是要無一切相的，凡有相都不是真如，真如是無一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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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無相」的「無」都是無的，「無」都無的時候就不是無了，那時是非有亦非無

了，這個即是什麼？空三昧的空，空到最尾，不生、不生、連那個「生」都不生，連

那個「不生」都是不生，那時那個就是「遣相證性」了。

好了，你會說，這樣論盡(繁瑣)，我不如一開首就學禪宗，一切都是無的，那就

好了！是呀！你若是這樣就行了！但是最怕你不行，是嗎？不行你就要一級級來，你

固然一個壯士，是嗎？一跳就跳上去就好到極，但是最怕不行，不行你就最好找一把

梯子，一級一級地爬上去，矮仔上樓梯，上得一級就一級，這個五重唯識觀，所以禪

宗說，這些正式是漸教，都不是「頓」的！但是「漸」就跌不死你，因為一級一級

上，你「頓」，跌落來時就很慘了，你用唯識觀，最後「遣相證性」的時候就見道

了。遣一切相，體驗到一切相都是虛妄的時候，如果你入到第四禪來這樣體驗，你就

證真如了，你就叫做見道了，聽不聽得明白？唯識宗就是這樣了。其實不用五級那麼

繁瑣的，如果你是利根的，一下子就「遣相證性」了！但是你不要太自己吹脹自己：

我這些何等人也？一下就可以了！即是當你是可以的時候你不要菲薄自己，你明白

嗎？當你不行的時候，你也不要吹脹自己，你就要慢慢來，明不明白？

這樣，所謂一切名相都是什麼？如果在空宗來講就一切都是假名來的，假立的名

相而已。即是唯識宗講的什麼？即是假施設，假施設，什麼叫做「施設」？「施設」

即是講、說，假施設即是假說，說這個是佛，那個是舍利弗，那個是目犍連，都是那

些五蘊和合的假體，假說有這些東西而已，當你證得真如的時候，根本就無所謂叫做

「舍利弗」，無所謂釋迦牟尼，無所謂你，也無所謂他，所以天台宗那個荊溪尊者

(荊溪湛然 711－782)說什麼？「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會(性)中無自他之形

相。」這是什麼？「遣相證性」那時的。這樣就是一空一有兩宗的修觀法，怎樣由初

修觀，怎樣由止觀雙運，我就全部講給你們聽了，這樣又講旁支的給你們聽，還有一

些密宗的、東密的，講幾個東密的，是什麼？

如果你修東密，劉萬然那些就是，譬如你修十八道那樣，其它的枝枝節節實在你

14



不識也無所謂的，最緊要你觀那個、念誦大日如來的時候，當你念的時候，「avira

h  khaūṃ ṃ」的時候，是修止，是用那個什麼？用那個「a」字、「vi」字、「ra」

字、「hūṃ」字，要來控制著你的心，將你的心綁住在五個字那裡，那五個字是那棵

樹，你的心是那隻馬騮(猴子)，將那隻馬騮(猴子)猴子綁在五節樹上面，使你的馬騮

(猴子)聽聽話話的時候了就叫你修觀，只是修那個「阿」字，當你見到「阿」字在前

面的時候，就是什麼？這個就是止了，你喜歡觀「阿」字又可以，其實你觀將「阿」

字倒轉都可以，是嗎？

總之你觀那種東西，你本來觀倒轉的，你就倒轉，不過就無謂找這些東西來搞，

何解要將它來倒轉呢？就是告訴你倒轉也行的，你連那個「阿」字都不觀，我只觀是

一塊東西都可以，所以西藏的喇嘛，白教就不觀「阿」字的，觀那個「hūṃ」字，直

情觀那個「hūṃ」字，手指甲那麼大的「hūṃ」，白教就教人觀大手印，觀那個

(h )ūṃ 字的，他觀什麼？他觀一個、一個一元那麼大的月，那個月裡就有一個好像頭

髮那麼幼的金線，那些金線就整個(h )ūṃ 字在那裡，就觀著它修止了。這種方法用那

個「a」字，你用那個(h )ūṃ 字也可以的，你用個(bu)字，或者你自己用個什麼字都

可以的，修止了，叫做觀字型了，觀字型純熟了，加一味了，就是觀字義，觀那個

「阿」的意義了，「阿」字者，一切法本來不生，你觀它「不生」，如果你說，一切

法都是「不生」的！

法師都講給我聽不生了，什麼經都說不生了，是呀！是不生了，你這樣不能見道

的，一萬年你都不能見道，因為是什麼？有相觀，很浮浮泛(淺)的，你一定要怎樣？

何以「不生」？為什麼一切法不生？略粗顯，很有邏輯地，你要怎樣？要再用已生者

不生，未生者不生，半生未不生的時候亦不生，所以是「無生」，凡是「生」的都是

虛妄，或者你用什麼？自己又不生；它又不生；共又不生；亦非無因而生，又得。你

兩種都做了都行。是嗎？還有中國的三論宗，我說三論宗真是了不起！它都不用東密

的那些「阿」字，也不用龍樹菩薩的那個什麼四生又不生，它用這一個，三論宗，叫

做「五句三中」，我已經講過，以前沒有留意，現在你會留意了，即是很難講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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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講時你矇查查(不清楚)不留意，現在你會留意了。

「五句三中」，將我們修觀分作五重，五句，那個句字當什麼？範疇，學哲學上

的所謂範疇，category，五個 category，一個一個那樣，五個「範疇」，逐個範疇

去觀？即是五重，是嗎？五重之中，有三重是合於中道的，合於中，「中」者，中

道，有兩重是不合中道的，但是你開首就一定要從那兩重起，你就「五句三中」，第

一種，你用什麼都可以的，普通就用生滅，你用善惡都可以的，你用有、無都可以

的，即是用兩個相對的概念，如果你，我們無謂搞這麼多花樣，自古以來那些人都是

用生、滅了，就生、滅了，用生、滅，加上那個「滅」進去。第一句，世界上的東

西，任何的五蘊，阿寶、阿勝、阿牛、阿豬，甚至到什麼？布殊總統、鄧小平等等，

任何一個人，廚房的那隻老鼠，全部都是一樣，總之凡是有的東西，都是有生滅的，

一切有為法都是有生滅的，然一切有為法都是有生有滅了，觀到這一層，當然你如果

九個住心，修止修到第九個住心你就觀了，一切東西是有生有滅的，有生有滅的東西

都是如幻如化的，總之一切有為法都是有生有滅的，不用想了，想它是生滅，不想它

也是生滅，這樣的時候你就止觀雙運了，第一句了，是嗎？有生有滅。你修得多，就

好像現量體驗到有生有滅的。這樣，你一望到每一種東西，你就覺得都是有生有滅

了。忽然間你甚至中了六環彩，嘿！這些東西都是有生有滅的，你都不會是很起勁

的，第一句，生、滅。

這個，一個範疇，這個範疇即是這個 category，這個最低的 category，叫做

「單俗」，俗到極，俗諦，世俗諦，俗，純粹是俗的，是俗諦，一點真諦都沒有的，

世界上的東西有生有滅，當然是有生有滅了！這個叫做「純俗」，「單俗」，聽不是

聽得明白？這樣就低級了，但是低級都比別的好很多了，一樣可以令你止觀雙運的，

再進一步了，你修「單俗」就不會見道的，反了，所有有為法都是虛妄的！只有不生

不滅的諸法實相，即是這個真如才是了不起！不生不滅，是生滅都是虛妄的，我現在

要證，證入不生不滅，不生不滅，這又怎樣？這又好了！死牛一面頸(固執)，「單

俗」就是右邊，不能擰過左邊，「單真」就擰過左邊，不能擰過右邊，叫做「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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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即是勝義諦，「單真」了，「單俗」固然是什麼？不是中道，偏見，

「單真」也一樣，你又以為是好嗎？一樣是偏見！都不合中道，叫做「單」了，是

嗎？五句之中有兩句都不合中道的，高級了！不生不滅就以為是了不起了，〔其實〕

你自己都是「擔板漢」，是嗎？

「擔板漢」就是舊時有一個人叫做徐六，他擔板擔得最難看的，擔床板看到這邊

就看不到那邊；碰到人也看不到那邊的，叫做「徐六擔板」(只見一邊)。兩個都是

「徐六擔板」，一個是擔在左邊，一個是擔在右邊。(仍是不徹底)，這兩句，似乎就

真是好像這一句高一些，是嗎？這樣都不合中道，真假滅，凡有生有滅的東西都是假

的，固然是假了，「不生不滅」就變成空幻了，空的，一樣不妥當的！不如這樣，折

衷辦法，生滅都有，是嗎？但是假的，假的就不是真有生滅了，又高級一些了，就叫

做假生假滅，這樣就合於中道了。是嗎？中道是不是純粹中道？不夠純粹，偏，偏了

什麼？偏去真還是偏去俗？你說，你講。

聽眾：偏的。

羅公：偏的。偏真還是偏俗？

聽眾：俗。

羅公：什麼？

聽眾：俗。

羅公：偏俗？對了。叫做「俗諦中道」了，中道是中道了，但是就偏於俗諦，入觀，

觀到這裡，不是無的！你說它不生不滅又是偏！生滅又是偏，要怎樣？假生假

滅就了不起了！高一層了。即是什麼？好像辯證法那樣，一層高於一層，一層

高於一層，更上一層樓那樣，假生假滅，俗諦中道。都未夠高！要怎樣？整篇

都是什麼？這些是概念而已！整日在概念裏打滾、打滾而已。這樣就要怎樣？

要再高一些，生滅是假的，不生不滅還不是兩個概念？兩個名言，一個名相叫

做「不生」，一個名相叫做「不滅」，人家有生有滅，你就說人家執著，你執

著有個「不生」，執著有個「不滅」，不也一樣是執？是嗎？即是舊時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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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叫做遠參法師那樣，你是嫌老鼠搞你，你就殺死那些老鼠，你又不是！你整

些老鼠膠，整了滿廳的老鼠膠來黐那隻老鼠，黐住那些老鼠，然後將老鼠拿去

丟掉，那時就黐到一廳都是老鼠膠，還不是找〔麻煩〕來搞！是嗎？他批評唯

識，說唯識是黐老鼠膠，整了滿廳的老鼠膠，那個「識」就是老鼠膠來的，那

些執著就是老鼠，老鼠膠是黐了老鼠，卻整到滿聽老鼠膠，執著有那些名相，

是嗎？

這樣，你又說它生滅又是名相，不生不滅又是名相，假生假滅都是概念，都是名

相，你說生滅是假了，不生不滅一樣是假的，你以為不生不滅就是真東西嗎？這樣是

假的，你們密宗就一樣，修這個，一路修到這個假的，不生就是假的，是嗎？假不

生、假不滅，假不生就高了！是很高級的，但是還是什麼？還有一點點，就是什麼？

就是那些概念，那些名相，又有「不生」，又有「假」，這麼多的邋遢東西在這裡，

這些就正式是「老鼠膠」，老鼠是被你黐了，但是你就整到滿廳老鼠膠，又要除了那

些老鼠膠廳才乾淨。這樣就連假的不生不滅都排除，要遣除它，叫做什麼？叫做「真

諦中道」，中道就中道了，偏於真諦，叫做「真諦中道」，都是不行！是嗎？偏於真

諦都不夠高！

你說中國人都很了不起的，這套東西完全是中國人發明的！印度的人沒有這樣講

的！印度人說什麼？生與不生，生了不生，未生不生。這麼多葛藤，這裡沒有那麼多

葛藤的！因為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很聰明的！這個是吉藏法師的嘛！這樣就第五層

了，非生滅，又非不生滅，全部「非」清它！凡所有相固然是虛妄，你說「凡所有相

都是虛妄」，這句話都虛妄，不理你說生滅不生滅，全部講都不對！凡講都不對！你

又不要隨便，不要學我的朋友叫做顏世亮，別人講起來問他，他說：你說就不對了！

那個曾璧山問他：我念佛，現在你們禪宗就要在這裡見性，我去到極樂世界，一樣是

可以見性的。你這樣就不對了！你已經是貪了！那個顏世亮呀！後來叫做什麼法師？

記不起來，忍慧？不是叫做忍慧，叫做什麼？顏世亮叫做什麼法師？劉萬然？

聽眾：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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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他就是忍慧，是嗎？我剛才講整日做夢見到的那個不是忍慧，那個是融熙，我

剛才講整日做夢見到的那個融熙法師，湯雪筠，我整日見到他。凡你說生滅都

不對！不可說、不可說。那個就是真正的中道了，非生滅、非不生滅，這個叫

做什麼？「二諦合明中道」了。真諦、俗諦合起來，顯出那個中道了，「二諦

合明中道」，這個真是高了，即是唯識觀的「遣相證性」囉！我說依它的修

觀，比那些「生已不生、未生不生」那麼多葛藤。你的精神的進展好像更上一

層樓，更上一層樓那樣。我們中國的三論宗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唯識宗那五

重唯識觀都仍然有些葛藤，它就連葛藤都沒有，上一級就一級了。最主要的就

是「阿」字觀裡面，觀字義，觀字義可以借這個的，你說它「有生」，這是什

麼？「單俗」，是嗎？你說它「不生」，「單真」，是嗎？你說它是什麼？

「假生」，是嗎？這是什麼？中道了，假的「生」，假的「不生」，這個「真

諦中道」了，那就怎樣？非生非不生，非真亦非假，全部「非」，非清光，那

時就真正中道了，入這個「無生」的中道了。

如果你入到止觀雙運，入到第四禪，觀這個「無生」、「不生」的中道，那時你

就見道了。那時就是真如了。那時就證入真如了。那是什麼？那個正式是大日如來的

法身在你面前了。亦即是你自己的法身。所以你肯修密宗，懂得教理來修，是一個很

好的修法，比參禪更快，快過參禪，最危險就是參禪，自己去參，萬一參歪了就不知

怎麼辦？是嗎？人生只不過幾十年，你如果參歪了，十年才回頭你就很慘了！是嗎？

即是好像一個女子嫁錯郎，十年才回頭，那時鬼要你嗎？一樣的！你很容易整錯的！

所以唐朝末年的時候，那些禪宗搞到很混亂，所以一到宋朝，宋太宗的時候，宋太宗

後一些，那個永明禪師他要補救了，凡參禪的人都要念佛，即是什麼？即是凡做生意

都要買燕梳(保險)，現在是凡是你開車你都要買保險。不會、不會參不到，走去極樂

世界再參過，你現在一味參，一味參的時候，死的時候誰救你？死的時候瀨屎瀨尿，

真是無人救你！醫生又不來，你就夠搞不定，你平時不念佛，阿彌陀佛，那時念就急

時抱佛腳。

你不論修什麼，都是要「不生」，都是要，「不生」即是空。這個三論宗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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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行，我就學唯識，我都嫌五重唯識觀確是葛藤太多，而且你教人，要整套教，整套

教理，成個 system你要明理才行。當然它是最好，最穩健的，但是不是一般人所能

做得到的。這種〔方法〕利根又得，鈍根又得，上上根你觀都沒有錯的。你可以，如

果你念佛你念一輪佛先，念阿彌陀佛看著你，你就在他面前修觀，你還可以說：我現

在修觀，請你加被我，不要搞錯，這樣更好。你說：我要供養。佛不歡喜你那塊餅

的！佛也不歡喜你缽齋的！是嗎？你能夠這樣修，用法供養他最歡喜，他說是這樣

的，佛自己講的！你對著他來修這個觀，用你修觀所生的善來供養他，他最歡喜，最

高級的供養，你整個缽齋給他，他根本都不吃東西的，他喜歡什麼？不如你修觀，我

將來要與你一樣，我要成佛，現在我很努力，我將這些努力來供養你，歡喜。

我講天台宗的給你聽，我都識的，天台宗。我最初學，廣東人，居士之中第二、

第二個，聽法師講天台宗的義理的就是我，第一個是湯雪筠，即是融熙法師，他就聽

過好多法師講，去過外省聽過。第二個聽的就是我聽他了，《始終心要》解(唐朝荊

溪湛然述)《始終心要》，我舊時念得過的，現在就差幾句了。你們如果學天台宗最

緊要念熟《始終心要》，天台宗就怎樣？天台宗修觀，真理不出三個範疇，就叫做

「三諦」，「諦」者，真實的道理叫做「諦」，世界上一切真理，最高、最普遍的就

不外這三個真理，三個真理就叫做什麼？不出三重，叫做「三諦」，「俗諦」，那個

次序就是這樣，先捨俗諦，怎樣？我們見到種種東西，見到一個人，你以為有個實的

「我」是沒有的，這個人，所謂「人」就是「色、受、想、行、識」五堆東西，五堆

零件配合，好像一輛汽車那樣，一堆零件配合的，那些零件散了就沒有了，實在的本

質就是那堆零件而已。你所謂這個就叫舍利弗，那個叫做華盛頓，這些全部都是假名

而已，真真正正就是五堆東西，譬如你一個人在那裡，一個 Pauline在那裡，都是一

堆細胞、骨頭，是嗎？一些精神作用，就是這樣而已。一些能量在這裏，全部都是零

件，根本就沒有那個實的 Pauline，你說有是自己騙自己，是執著來的，這樣即是說

那個 Pauline是空的，那個華盛頓是空的、那個舍利弗也是空的，釋迦牟尼也是空

的、坐在西方極樂世界那裏發光的阿彌陀佛也是空的，這個是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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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空、假、中。

羅公：空……

聽眾：空、假、中。

羅公：真實，空的道理，第二，空雖然是空，汽車是空的，你又試一下，那輛汽車正

在行的時候你撞過去，你會死的！所以當它條件配合的時候，居然就有作用

的！當條件固然有作用的時候，是有那種東西的，但它不是實有，是什麼？那

些條件散開就無了，是假的，就叫做「俗諦」，真諦就空，俗諦就假名，雖有

那些那樣的現象，但不是有實的本質的，就叫做俗諦。如果我們執著一定是空

的，那些叫做「斷見」，是「空執」，不合中道，如果你樣樣都是有的，你就

是「常見」與「有執」，又是不合中道。我們看一種東西，任何一種東西我們

看它，一方面知道它從一個角度來看是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宛然有件假東

西在這裡，有作用，這樣綜合來說就是「中諦」，不偏真不偏俗，就叫做「中

諦」。三諦了，世間的道理就不出三諦，這三諦就是那個慧文禪師讀經，他讀

經，那麼多經不知道讀哪些好，於是他就請佛加持他，請佛加持他就求其去

摸，抓一本經，一抓就抓到那本《中論》，好！我就依據這本《中論》了，拿

本《中論》，《中論》這麼大本，是嗎？十卷那麼多，這麼多首偈，那一套

呢？於是他一路看，一路看，看到那首偈，最合他的心意，那首偈就是什麼？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因緣所生 (之)

法」，真是有的，因緣和合而生，俗諦了，「我說即是空」，真諦了；雖然

「空」，但是仍然有個俗諦，假的，那個俗諦是假名，真空不妨礙這個假名，

我們這樣看法，是即「中道義」了。

根據這首偈，於是別人本來是真諦、俗諦，他就硬整多一諦，就叫做「中諦」，

其實他都是多此一舉，是嗎？不過亦無不可，是嗎？世界上的真理不外是三諦，樣樣

東西套下去都是對的。如果你說三諦，你說三諦先有個俗諦，我們分析它就是真的，

或者先有個真如是無相的，後來那些人就整出一輛汽車，父母又生了一個人，才有個

俗的東西，先有真後有俗，或者先有俗後有真，這樣說就是弊了，又是不對了，這些

叫做什麼？硬要將個一體的三諦將它來拆開，有先後了，那些叫做什麼？就叫做「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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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三諦」。什麼叫做「隔歷」？逐樣分開來講的、隔開來講的叫做「隔」，「歷」、

先講這一種，再講另一種，以為先有這一種，後有第二種的，這樣就叫做又「隔」又

「歷」，在空間來講就叫做隔開，在時間來講又有先後，就叫做「歷」，「隔」、將

三諦來講，有「隔」有「歷」就不通了，不對了！現在我們講就一定要「隔歷」的，

是嗎？但是我們修觀就不能「隔歷」的，一剎那就應該要三諦具備的！我們修觀的時

候，一剎那要具備三諦就叫做什麼？叫做「圓融三諦」了，不是「隔歷」的就叫做

「圓融三諦」。

你看天台宗，你看得沒有那麼明白的，你聽完我講你就明白了，我的本事就在這

裏，因為我教書，那些學生哥他不明白，我有辦法講到他明白，現在你看，你看不明

白的，你聽完我講你就明白了，什麼叫做「隔歷」？何解叫做「圓融」，今晚你明白

了，現在明白了，「隔」者，空間上隔開；逐樣逐樣(每種)，「歷」者，時間上有先

後，「歷」，「隔歷」三諦，「隔歷」三諦是錯誤的，是小乘人才會這樣講，大乘圓

教的人，那些偏教的人才講「隔歷」，我們天台宗是圓教，不講「隔歷」，不「隔

歷」就圓融，融就不「隔」，圓就不「歷」了，不「隔」不「歷」，圓融三諦了。

那三諦是我們所看到的真理，我們所看到真理一定要有能看到的智慧的，能看到

的智慧叫做觀，修觀了，這種觀就是什麼？修三觀，在那三觀裡就觀出三諦出來，那

些祖師、佛那些，由於他們用三觀就觀出這三諦出來教我們，我們這些蠢材就先讀了

祖師三諦的道理，然後才依著它來修止觀，去修三觀，即是什麼？先有三觀，後有三

諦，你都是蠢的那一類了，是嗎？如果不是，你就是佛來的。是嗎？三觀，叫做三種

不同的觀，即是智慧，觀這個三諦的道理，觀出這個三諦的道理。第一……

聽眾：空觀囉！空觀囉！

羅公：空觀，一切東西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空的！將它空，空了一切執著，於是世界

上的那個真諦的道理就顯露了，用空觀的觀來顯出真諦的道理，空觀了。如果

是一味空，那你就偏見了，偏見即是什麼？你空，即是那個，那個遠參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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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1966)，個人好好的，他講法拉我去做副講的，他講完那一套之後就讓

我來講一下，那個遠參法師，有一次他講著講著，我就坐在他側邊，那些日本

人的飛機來炸廣州，嗚嗚聲警報，快走！我說：遠法師，你都還有「那個」

的？那些禪宗人很喜歡的，你還有「這個」、還有「那個」，哎呀！先不要講

這些！現在先顧命！你講這些，慢慢再給你講。他即是怎樣？你不要以為樣樣

空，以為炸彈是空的，它扔下來你處會炸開你！變成連那條屍體都沒有的！不

要一味還在這裏又「這個」、又「那個」。

觀的智慧，就觀出這個真諦出來，觀一切法空，就觀出真諦。我們的智慧是多方

面的，這個叫做假觀，由假觀就觀出個俗諦，這樣就不壞假名了，這樣，不是說我現

在先空觀，一會就再假觀，現在觀空的時候它不假的，一會到觀假的時候它又不空

的，現在又整個假的，不是的，「即假即空」，要這樣，如果你分開來看的就叫做什

麼？「隔歷三觀」了，不到家了，是嗎？「隔歷三觀」不到家了。這樣即是說怎樣？

我們修觀的時候，先空，空完就觀假，不到家，一觀的時候，知道它一剎那觀的時候

「即假即空」，要這樣，那就叫做什麼？那時候一剎那「即假即空」，那時就叫做

「中觀」了。一剎那三觀具備，一起、起心動念，一念觀的時候就三觀具備的，即是

智慧三個角度，一時一剎那具備的，這樣就不是「隔歷」了，是嗎？這樣叫做什麼？

他又很講究文字的，他又不說圓融三觀，叫做什麼？「一心三觀」，一剎那一念起就

三觀具備了。

你們修天台宗，這樣修，修的時候不又是到第九住心？一樣是又止又觀、又止又

觀，漸漸地就觀到止觀雙運，就斷除煩惱，漸漸地就真正證到一心三觀，一樣也是見

道，一樣可以的。這樣，這個就是天台宗的。密宗的修止觀，所謂「修法」者，中心

就是修止觀。所以那些西藏人，他將密宗分成四級，合不合理就另外講，不過前三級

就很合理的，第四級合不合理？那些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最低級的就叫做「作

密」，只是造作，不修觀的，不是，只是造作，好像祈禱，神道那樣的，就叫做「作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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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作密」。

羅公：例如什麼？修一下準提法，請他保佑你樣樣順利，修下摩利支天法，令人家怎

樣？令那些害你的人看不到你；隱身等等之類；完全是只要你虔誠向他祈禱就

可以了，沒有什麼特殊的修，不是好像修「阿」字觀，沒有這套這樣的東西，

那些叫做「作密」。即是做作，結印、念咒，只是造作而已。是嗎？什麼？

聽眾：準提法有觀的？

羅公：有觀，不過它這個觀不及「阿」字觀那麼透徹，可以見道，它觀的那些很籠統

的，是嗎？即不是走見道的那條路去的，大日如來的「阿」字觀是一條直路入

去的，它這些是兼涉一下。準提的目的主要是令那些眾生、甚至是不信的都得

到福利，是慈悲的作用……

聽眾：有求必應。

羅公：真正的，你真是要兩部，東密、如果是東密真的要那兩部才行的，其它的這些

都不是到家的，那些叫做「作密」。再高一些那些修觀就叫做「修密」，「修

密」之中有些偏的，但仍然是修，「修」者，就是修觀，修密。將哪些叫做

「修密」？這些是低級的，「作密」固然之低級，但也是靈的，「修密」也是

低級，但比較「作密」高些，東密的胎藏界是也。這些是修密，輕輕修一下，

懂一下空觀了，是嗎？胎藏嘛！一個胚胎嘛！「作密」都未高，修密。第三就

真是相應了！就叫做「瑜伽密」了，第三級，真正修觀而相應了！「瑜伽

密」。將東密的金剛界放進「瑜伽密」了，這些叫做什麼？外道，這三種叫做

外道，不是說佛教以外的外道，這是密宗裡面的外面的、外圍的，這些叫做

「外三道」，外道，真正「內道」就是「無上瑜伽」了，那些是妙不可言的，

那些是真正相應的，還雙身的，「無上瑜伽」了。最高的，東密所無的，所以

確是東密這些是低的，淺的，我們這些才是高的，它也一樣是……這樣就講完

了。

修止觀，華嚴宗也是一樣的道理，一樣你們自己套下去，不用我講，是嗎？自己

套下去。如果你懂得道理就修禪宗參禪也行，如果這套道理你不懂，你修禪宗就危險

到極，明嗎？你自己修華嚴宗的法界觀。「心所」，記不記得？「心所」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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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記不記得？每一個識的那些特殊作用，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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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抽了出來叫做一「蘊」，叫做「想

蘊」，把「受」抽了出來叫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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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起來就叫它們做「心相應行」，即是說什麼？你數了，心相

應行裏面包括「遍行心所」有五個，就除去「想」與「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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