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了不起的，一個叫做慧光，現在新加坡，建了一間寺，自己辦了一間寺，慧光

與另一位。他還寫信來叫我去說法，我就答應他，我說：明年吧，如果要講就明年

來。我去年講明年即是今年了，是嗎？不是！今年講就明年才是，1990年，如果是

需要去的，我就去講，去新加坡，無所謂，就住幾個月，是嗎？好了，「分別」即是

解釋那樣解，「瑜伽」即是禪定、止觀。所謂「禪定」是什麼？這個字很籠統的。

如果禪定在梵文叫做什麼？「奢摩他」、「毗缽舍那」，詳細來講，奢摩他譯作

「止」，毗缽舍那就譯做「觀」，止即是什麼？如果英國人譯，就譯作

concentration，止、即把精神集中不散，觀、Conze  (Edward Conze 1904–1979)

就譯作什麼？insight，insight，名詞就讀作 insight，是嗎？動詞就讀做 insight，

是嗎？內觀，insight譯作洞察，我們用俗話就洞察，「觀」就是洞察。靜坐的時候

我們用觀來講。明白嗎？你聽不聽得明白？

「止」就是精神集中在這裏，停止妄念，集中精神；「觀」呢？洞察，用我們的

智慧去觀察，這一品即是教你們修什麼？止觀，修禪定，這是修禪定中最了義的，這

個你可以叫它做真正唯識宗的大手印了。現在有些蠢材就認為，唯識宗的人只是整日

講理論而已！不講修禪定，不講的！

這些人是懵的！我罵這些人不讀書的！別宗哪有這麼詳細？那些人，天台宗的

人，以為天台宗才講止觀的，我們的宗有一本書叫做《摩訶止觀》，了不得！其實

《摩訶止觀》如果被那些西藏人看起來就是笑話，簡直是笑話。被唯識宗的人看起來

有很多笑話，笑話連篇，不是很了不起的。不是，裏面當然亦有好東西，但不是很了

不起。講止觀，現在中文有得講的就是唯識宗最詳細，不止講止觀唯識宗最詳細，講

戒律亦是講得最清楚的，講戒律。戒、定，慧更加不用講，非另一宗所能及的。

1



這些最中心了。教你修禪定的，而且整套唯識的理論都是根據這本書的，根據

「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那一句。這樣，全品就分作兩部分，第一部分就叫做

「長行」，是嗎？長行即是散文，散文。第二部分就是「頌」，頌文，即是偈頌，現

在乙一，長行，用長行來詳細解釋修止觀的方法，裏面又分兩點，分作什麼？丙一、

丙二，丙一、廣辨止觀，「廣」即是詳細，聽不聽得明白？

「廣」即是詳細，「辨」就是說明，詳細說明止觀的道理，然後丙二結歎勸學，

結束，叫人、勸你：學吧！結束前文，讚嘆修止觀的功德，勸人學修止觀。現在先講

丙一，丙一是廣辨止觀相。「相」即是狀況，修止觀的狀況，什麼是修止觀的狀況

呢？這是什麼？是道理，這個「相」當義理解，「義相」即是義理上的相貌，修止觀

用十八個義理來到說明修止觀。就有十八種，十八個就是丁一、丁二、丁三，一路到

丁十八，暫時不用看這幾個字。

丁一、分別止觀依住門，「分別」即是說明、解釋，解釋修止觀是依據什麼去

修。有些人修止觀，他說喇嘛灌頂的，就是我這些止觀是大喇嘛教我的，依他講的去

修，是嗎？有些人就說去參過禪，打過禪七的，去虛雲和尚處打禪七的，他就說，我

是依據虛雲和尚教我們的，怎樣修的辦法去修。「依」。「住」是怎樣？「住」者，

守住、保持住，保持一個這樣的原則，保持著什麼的原則？「住」、保持著這樣的原

則，即是依據什麼去修？修的時候要保持一個什麼的原則？「門」了，十八門中之

一，現在這個分一問一答了。

問、當時那個是誰？主角是彌勒菩薩，慈氏、慈氏，慈氏即是彌勒，彌勒菩薩當

時就問釋迦牟尼佛：「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他怎樣說呢？怎樣問？「世尊

(啊)！菩薩何依何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與)毘 舍那？」「奢摩他」就是止，「毗鉢

缽舍那」就是觀，他說，一個大乘菩薩是依據什麼去修止觀？當我們修的時候要保持

什麼的原則去修止觀？他這樣問釋迦佛。釋迦佛就答了：「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

子！當知菩薩法假安立，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為依、為住，於大乘中修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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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他、毘 舍那。」漏了一個了個「舍」字，加回去沒有？鉢

聽眾：加了。

羅公：這些修辭方法是什麼？是有些印度意味的，是嗎？

中國文的什麼八家古文不是這樣的，所以梁啟超說我們讀些好的佛經翻譯，我們

會發覺、我們覺得有一種什麼？有一種調和的美，中國文的修辭與印度文的修辭調

和，有一種調和美。「佛告慈氏菩薩」這樣說：「善男子」！鳩摩羅什與玄奘法師就

譯作「善男子」，其他人就譯作「族姓子」的，「族姓子」的，「族」就是家族，

「姓」就是姓氏。現在那些英國人就譯做什麼？son of good family，好家庭的兒

子！所以舊時的人譯做「族姓子」了，他只是留意 family那個字，所以說「族姓」

了！是嗎？家族。玄奘法師就注重那個 good字了，是嗎？所以他就譯作「善男子」

了。他譯做 son嘛！男子嘛！他說：「善男子(啊)」！「當知」、你應該知道，「菩

薩」、一個菩薩，一個修行大乘的人，就是什麼？用什麼為依據去修止觀？「法假安

立」，什麼是「法假安立」？「法」者、那些經教，佛所講的東西，佛所說的說話叫

做「法」。

「假安立」、你以為真是有什麼？全部是假立的而已，世界上無所謂「法」，佛

法與非佛法，完全是假立的，這樣，「法假安立」，這是印度文法了，應該是「假安

立的法」，「假安立」是形容詞，「假安立的法」，那些印度人就將那個形容詞放在

名詞後面，英國人、中國文也是將個形容詞放在 noun的前面的，他們印度人就將

adjective放在 noun的後面，「法」、這些是假安立的法，「法假安立」是什麼？

應該是這樣的，為依，那些文修辭是這樣，以「法假安立」為依據，這樣因什麼為

「住」？保持什麼原則？

「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無上

等正覺，最高的、無與比倫的、各方面都平等的、時時都如此均等的、而且最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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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願」、「願」即是發心，你發心想求、想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時候

的願，不要捨棄你以前發過這樣的心，你整日都要保持著你所發的菩提心，「住」、

住在這個菩提心裏面。即是說，一個菩薩，以「法假安立」為依，以「不捨(棄)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為住，要這樣的。這樣修持。你聽不聽得明白？

這種修辭，這種修辭的格式中國很少用，間中有，但是很少用，這種叫做倚互

格，在修辭上叫做倚互格，修辭是一種種格式，「格」就是英文的 style，修辭的

style是一種倚互，倚互就怎樣？講完這種，這種就撐過來這面，再講那些就撐過去

那邊，我們中國人有一種倚互是什麼？有沒有聽過？從前有個人，有個文學家，他說

「漱石枕流」，「漱」就是漱口，將石來漱口，枕頭來睡覺就枕在那些流水上面睡

覺，這個就是倚互格。其實是什麼？

聽眾：「漱流枕石」。

羅公：「枕石漱流」，是嗎？

在山裡那些隱逸的人，不用帶枕頭的，在那些石頭上、就用山上的石頭作枕頭

了，「枕石」；漱口呢？飲水、漱口，不用去煲茶、煲滾水，就在那些水上面漱口

了，在流水處，「枕石漱流」，但他偏偏要講什麼？「漱石枕流」，你不知的就以

為，嘿！它都不通的！其實那些是修辭上的倚互格，是嗎？這種倚互格你讀《易

經》，很多倚互格的。讀《易經》。這裡識解了？識了沒有？再解出來能解到嗎？要

〔大膽〕，不要看小看自己，要精進，肯做就行了！那個誰？胡蘭芬都是，三年吧！

三年之後，你就請葉文意食齋，你說，喂！「魯衛之政，兄弟也」，因為何解？你年

青，大把時間去進取，尤其是在加拿大工作，加拿大工作不用拿東西回家做的，就在

公司做完那幾點鐘，就是你的時間。葉文意呢？第一、她血氣衰弱，已經老了，不及

你，是嗎？第二、她講得多，一個禮拜講七晚課，休息都不夠，哪裡有你這麼好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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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說你肯做，三年就追上了，五年就跑過頭了。這樣，止觀、修止觀的時候

以什麼為依？以什麼為住已經講了，第二門了，丁二、止觀所緣差別門。所緣，那個

「緣」字是攀緣，即是去認識、攀緣，修止的時候所認識的對象，〔修止〕所注視的

對象與修觀的時候所注視的對象有一些不同，現在就講什麼？修止與修觀所緣的對

象，「差別」即是什麼？「差別」即是 difference，不同、不同。好了，又是問了，

一問一答。現在先講問，問裏面已經分了三段，分三段來問的，你可以將它合併為一

段都可以的。第一就標章舉數，「章」者，那個宗旨，他問的時候標出那個問的宗

旨，舉出他想問的問題的數目，標章舉數，講了，慈氏菩薩，「章」即是中

心，center，他所問的中心。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彌勒菩薩又對佛這樣講，「如世尊說四種所緣境事」，

「如」者、即是依照，依照你世尊所講，依照你佛的講法，你說有四種所緣的境，修

止觀的時候有四種不同的、我們所認識、所留意的境界，「境」就是境，為什麼是

「事」？這個境界就好像是一回事那樣的，叫做「境事」，這些叫做什麼？這些叫做

〔複詞〕，你們做過小學校教員的都知道了，黎冠章！這些叫做複詞，「境」、境不

就是「事」？是嗎？這些叫做複詞，是嗎？即是我們講「門戶」，你說鎖好門戶，

「門」就行了，何需要「門戶」呢？有時要複，兩個字要一起講的，叫做複詞，「境

事」，複詞。

他說，依據你佛講，我們修止觀的時候有四種不同的境，「境」即是對

象，object，object，現在問了，己二，依數列明了。你說有四種，哪四種呢？「有

分別影像所緣境事」；第一種，「有分別」，這個「分別」即是思維、思想、思

想、thinking，有思想的作用，我們對著它起思想的，起推論、起思想的那種影像

image，因為何解？我譬如修定的時候觀什麼？假設觀那個阿彌陀佛，這個是影像而

已，你以為是阿彌陀佛坐在那裡讓你摸得到嗎？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裡面，你那個是

什麼？只是影子、image而已！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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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修定的時候觀來觀去都是影子而已。第一種，有分別的影像，這個影像就是我

們所緣的「境事」，「二者、無分別影像所緣(的)境事」；不起分別的，只是想著它

而已，不想它的，譬如你觀阿彌陀佛，你只是看到阿彌陀佛在你面前，如果你想就不

是了，阿彌陀佛幾時成佛？他又發過多少願？是嗎？將來何時就涅槃？一路這樣想就

有分別了，不起分別，只是看著它，即是那些修密宗的，只是一個餅那樣，那個

「阿」字，一餅金字在那裡那樣，那時那個「阿」就是無分別影像了，如果你觀那個

字義何解「不生」，怎樣一切法何以不生？

譬如你觀已生又不生，未生又不生；正在生也不生那樣，一路這樣觀下去，就叫

做有分別了，即是有思想的。「所緣境事」。第二種了。第三種「事邊際所緣境

事」；「事」者、即是事物，一切事物，「邊際」，怎樣邊際？不外就是這麼多東西

了，「邊際」、「邊際」、limit，一切事物的 limit，這種一切事物的 limit不也是

「境事」來的？「境事」。第四種就是「所作成辦所緣境事」。即是我歷劫修行修了

很久，現在我已經成佛了，我所應該做的、所應該修的功德我現在已經全部得到了！

這樣我的這個境界與你們那些人就不同了！

我的境界是怎樣的？我的境界是我成了佛才有的，所作、所應作的事已經成功

了，「成辦」即是成就了的「境事」，這三種、這四種「境事」普通就這樣解的，

「有分別影像」與「無分別影像」兩種「境事」，由你初發心去修行起，一路至到成

佛之前，都不外修止觀的，修止的時候就有分別所緣、不是！「無分別所緣境事」；

修觀的時候就「有分別所緣境事」，由初發心一路到成佛之前，兩種都要修的，都有

的，這樣即是凡夫個個都可以的，這兩種「境事」。「二者、無分別影像所緣境

事」；同樣地，有分別就是修觀的，由初發心一路到成佛之前，第二種「無分別」即

是修止的，由凡夫一路去到成佛之前都修的。第三者、「事邊際所緣境事」；見了道

之後才有的，見了道之後才有的，普通是這樣解。

「事邊際」有不同的解釋的，不過這個是最正統的解釋，我介紹給你們，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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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事邊際」，一切事物的 limit 不外是兩種東西，一種是現象界，是嗎？

phenomena，所有的 phenomena，以及現象界的實質，本體、reality，這兩種東

西就是一切事情的邊際了，但是這兩種東西你真正了解就先見了道，所以「事邊際所

緣境事」凡夫沒有的，見了道之後才有的，見了道之後一路到成佛，不是成佛之前

了，佛都有的，由凡夫到佛都有的。「四者、所作成辦所緣境事。」大乘就要成了佛

才有，小乘就成了羅漢之後都有，這四種境事。這樣就舉出了，舉出之後就問了，己

三，正發問辭了。你明不明白？這次聽得明白了？

我重新講，我幾次將來複讀，你就不要缺席了！一早你就要來了，你真是想學你

就要這樣的。古人說：「尋師訪道實堪傷」，不是、不是、有時不是嘻嘻哈哈就可以

的。好了，他問了：「於此四中，幾是奢摩他所緣境事？幾是毘 舍那所緣境事？幾鉢

是俱所緣境事？」這四種「境」之中，裏面有幾多種「境」是修「奢摩他」的時候所

集中來到留意的？所緣、四種之中，有幾種是修「毗缽舍那」、即是修觀的時候所留

意觀察的呢？「幾是俱所緣境事」？四種之中，有幾多種是修「奢摩他」、「毗缽舍

那」都要緣的？都緣它的？兩種一齊緣它或者兩種都要緣它的呢？這樣問。你看多清

楚！

這些所謂「了義經」你一讀它就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是那些不了義經，讓你許多

是靠估來估去，像《金剛經》那樣，你猜得很辛苦的。這些不用你猜，全部解釋給你

聽，只是讀這些不讀《金剛經》行不行？只是讀這些不是不行，比較繁瑣，是嗎？比

較繁瑣，王亭之都說繁瑣了，是嗎？有沒有看過？是不是這樣說？他說那些名相多，

繁瑣，那些歡喜簡略的，你就要怎樣？講《金剛經》這一類，不識就再算，先引人入

勝，你解釋得詳細，他也懂的，再要簡單一些就《心經》一本，是嗎？

記住，你們弘法就要這樣才行，都還是、都還是有問題就再退一步，找本《六祖

壇經》嘛！現在那些人當它為一流好東西，哪是一流好東西？在佛經來講是三流尾的

東西，《六祖壇經》是三流尾的東西而已！一流頭就《解深密經》這些，這些是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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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的，一流中間的那些就是《維摩經》這一類，《法華》、《維摩》、《涅槃》這一

類，一流尾的就到《金剛經》那些了，是嗎？一流尾的東西了，《般若經》了，也是

一流尾而已。第二流的就是那些不怎麼講理解的，不講理解的那種與那些小乘經，不

講理解即是什麼？

《地藏經》、《阿彌陀經》、《藥師經》這一類，就是二流頭，它是真的，是

嗎？還有那些小乘的《四阿含經》，它是真的，句句都是真的，是嗎？但是道理不是

很高，所以是二流頭。二流尾就是那些什麼？《優婆塞戒經》、《八大人覺經》那一

類就是二流尾的經。第三流的，第三流的是那些論了，例如什麼？你讀《瑜伽師地

論》、《中觀論》這些，都不是佛講的，將它放進第三流，三流頭，三流尾的就是

《六祖壇經》這一類，《六祖壇經》、《金師子章》與天台宗的那本《始終心要》，

這些是三流尾的經。

譬如《解深密經》你一讀過〈無自性相品〉，你一讀得懂，你《金剛經》根本不

用解，是嗎？不用解的，如果都要解的，即是你的自力不夠，何解那些人不講一聲？

講《解深密經》給你聽就夠了，你不聽，你打瞌睡，我初講到現在，那些人都已經換

了幾批人了，是嗎？不行的，你不要那麼看高那些人，不行的。答了、佛答了：「佛

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一是奢摩他所緣境事，謂無分別影像」；有就有那種影像在

這裡，但是你不思、不想它的那種道理的，譬如你觀阿彌陀佛的樣子，觀四臂觀音的

樣子或者觀月輪、或者觀那個「阿」字，或者觀著那個鼻尖、或者觀著那個山根，或

者觀著那個髮際，或者觀著那個丹田，精神集中在那裡而已，不想別的東西，只是想

著它，就是「無分別」的。第二種，好了，這裏你會問了，我想著阿彌陀佛與想著觀

音是影子、是影像，想住那個鼻頭，想著那個山根，這個應不是影像了？如何解釋？

你解。你要答你可以先答，不是一定等他先答的，想著這裏，這裏哪裏是影像？明明

是這裏，摸得到的，是什麼影像？這個不是影像來的！你怎樣答？

聽眾：其實拿來修止而已，不是說一定要，即是……

羅公：那裡是本質，那件東西，但是我們觀是觀由那件東西套出來的那個影子，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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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樣，我在這裏被你影相(拍照)，我那個像就是影像而已！

你在那裡被我影是整個摸得到的，打你打得到的，那都是影像，是，我就不是影

像，但是你，當你影相的時候，你的鏡頭對著我，除非你不影，影就影來影去都是影

你的像，是嗎？不能夠將我整個老羅抽進去鏡頭裡面的！是嗎？我們想著這裏，我們

覺得怎樣？覺得這裏光光的，是嗎？白白的，如果時間久了，如果不久就烏蒙蒙的，

是嗎？如果你觀得兩、三個禮拜，這裡白白的，是嗎？覺得有些東西似癢非癢，總之

有些東西在這裏，有些觸覺，那個就是影子了，你那裡，譬如我現在覺得癢，其實沒

有癢在這裏的，那裡是細胞而已！覺得癢是你的反應而已，是嗎？

你想反應的那種東西，那個就是 image了，是嗎？譬如我現在見到何文先生在

這裏，你以為我真是直接見到何文先生嗎？只是見到他的影子而已！是嗎？胡蘭芬你

知不知道？我們的眼球是一個影相機來的，是嗎？將他整個公仔攝進了裏面，我的腦

神經所知道的，只是我所攝進去的那些而已，現在我的眼睛好，就見到他的衣服是灰

藍色，那條呔就是咖啡色，那條褲是黑色的，七彩整個看到了，如果我是色盲的，就

是什麼？就只是見到灰白色的而已，是嗎？

是不是這樣講？只是影子而已。如果我是散光的，哪能見到他？一堆東西那樣

的，我們所見的只是影子來的，那個本質你見不到的，是嗎？見不到本質的。摸到

的？摸就更加摸不到，摸下去是軟荏荏的，何先生不是軟荏荏的！是嗎？摸他的手甲

處是硬的，何先生不是硬的。所以搞來搞去，任你怎樣都是影子，是嗎？那件東西的

本身我們是接觸不到的。但是接觸不到豈不是沒有東西？沒有說沒有東西，有它我們

然後反映進來，沒有它也不行，你說反映進來的東西即是他嗎？又不是，明不明白？

這樣，這些就很多人不耐煩，整天搞這麼多東西做什麼？是嗎？

搞這些有什麼用？誰不知最有用！你修止觀最清楚，我們修止觀，如果你研究哲

學，你研究西洋哲學，那些講認識哲學的，知識哲學更加繁瑣！康德 (Imma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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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 1724－1804)認為，我們看東西，我們知道一種東西，都是由我們的理性活

動，理性活動，這個理性有 12個 category的，有十二個範疇的，即是十二個間

隔，要透過那十二個間隔，然後才知道東西的，十二個間隔就是我們的 reason，就

是我們的理性間隔。我們的理性就像一座大廈那樣有間隔的，經過那些間隔之後才讓

你入的。

經過了間隔之後，只是有間隔，沒有材料也不行，還要有經驗的東西做材料，經

驗的東西做材料，我們理性的範疇做間隔，兩者將這個間隔、將這些材料，經驗的材

料透過這十二個範疇的間隔，對這十二個範疇的間隔(材料)整裡過它，然後我們才知

道，是嗎？不然就烏凜凜(糊塗)的，那樣的。世界上最難看的書就是哪一本？現在講

思想的書，世界上最難看的書不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你

數學不好就看不懂，你數學好你就看得通了，物理學、理論物理與數學好你就看得通

了，不管你怎樣？不論你數學好的！

很艱澀的、難看的就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書，康德的三本

《批判》是世界上有名的最難懂的書：一本叫做《純粹理性批判》；一本叫做《實踐

理性批判》；一本叫做《判斷(力)的批判》三本，如果你有興趣，你們的單身寡仔不

用養老婆的，你就不妨去 Coles那裡，那裡有兩種書好便宜的，你可以去買，一種叫

做 Everyman's Library，人人文庫，是嗎？精裝的，人人文庫，十元、八元一本而

已，十元左右你就買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了，十元左右你就買到他的《實踐理

性批判》了，三十元你就全部買到了。還有一種，什麼書都有的，那些叫做什麼？是

不是叫做 Penguin、Penguin book是嗎？是不是叫做 Penguin book？那些能放得

落袋裡的。

聽眾：Penguin book。

羅公：對！那些最便宜的，什麼都有！我發現它有一本，《西藏文化》都有！

Grammar Tibetan，西藏文化，我看到有一本，何解那些企鵝、企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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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企鵝。

羅公：《西藏文化》、文化都會有呢？

什麼都有，你花百多元而已！就把康德的書全部買了。第一個難讀的書是康德，

第二個難讀的書是什麼？是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

1831)，德國人的書也是有名難讀的，黑格爾，Hegel，很難讀，Hegel的書就多

了，這麼大套的，黑格爾的全集。前個星期，我的兒子就載我們，因為我的那個來

了，那個金姨，金思莊來了，就帶她去參觀一下 McMaster 大學 (University of

McMaster)，我的兒子就帶她去行，當然就順便去圖書館看看，啊！那些書就真是貴

到了不得！我看到有一套書，在一入門口右手邊那裡就是 philosophy，你在那裡，

你就知道，philosophy 一列書都是，那裡有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的全

集，140加幣一本！我想：啊！有，在這裡買一套回去，放在那裡多好！揭開後面看

看，一冊一百四十元！它有十三冊！還得了！豈不是我幾個月的使用都被它整了去？

是嗎？很厚的，這麼大，很靚！即是整本《大英百科全書》那樣，那麼大的。原來這

樣貴的！我再看看 Hegel的書又是幾十元一本！何解會這麼貴呢？太貴了！那些

人、那些西人收版稅收得厲害，收版稅。

聽眾：台灣就便宜。

羅公：什麼？

聽眾：台灣就便宜。

羅公：台灣那些偷影的，那些就便宜了，舊時我們、我女婿讀醫科那時，那些《內科

學》這麼厚的一本，在香港成二百元一本的，那些《內科學》什麼的，去台灣

買 40元而已。

「一是奢摩他所緣境事，謂無分別影像」，一種，是嗎？另一種就「毗缽舍那所

緣境事，謂有分別影像」，有兩種，「是俱所緣境事」，是「奢摩他」與「毗缽舍

那」兩種共同用它來做「所緣境事」的，就是什麼？「事邊際所緣境事」與「所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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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境事兩種，我現在目前你們想修「事邊際」與「所作成辦」，你們就望塵莫及

的，現在搞定什麼？「有分別」、「無分別」，先是這兩種就可以了，是嗎？這樣就

已經一門了，這樣就清楚了，修「奢摩他」。敢不敢講？有人講給你聽，找個機會你

就找個講座講一下，講什麼？止觀學那些，這種是什麼原理，用白話講人家怎知道你

是出自《解深密經》？是嗎？好了，第三門了，它總共有十八門，第三門，分別能求

止觀門，「分別」即是解釋，解釋要怎樣才能求修止與修觀修得好呢？其實應該要改

了一個字，分別「求善」止觀門。下面，依據下文應該是「求善」的，是嗎？不改也

可以，一樣的。

下面，彌勒菩薩問了。戊一，問了，「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他又再問釋迦佛。

「世尊！云何菩薩依是四種奢摩他、毘 舍那所緣境事，能求奢摩他、能善毘 舍鉢 鉢

那？」「能求奢摩他」這裡一撇(，)又得，你一個問號下去也行，是嗎？他問了兩個

問題，慈氏菩薩又對釋迦佛這樣講，世尊啊！叫一聲他，「云何」、怎樣，「云何」

這兩個字在這裡即是英文的 how，how，怎樣，菩薩、一個菩薩要怎樣？怎樣去依

據，那個「是」字當「此」字解，這個，依據這四種的「境事」，這四種「境事」指

什麼？有些是「奢摩他境事」；有些是「毗缽舍那境事」，一個菩薩怎樣才能依據這

四種「境事」去修成「求奢摩他」？

求得到修成這個修止呢？並且「能善毗缽舍那」呢？能夠好好地去修「毗缽舍

那」呢？修止就用個「求」字，修觀他就用個「善」字，是何解呢？於是那些人就爭

論了，那些咬文嚼字的人就爭論了，有些人說，這種叫做倚互格，「能求、(能善)奢

摩他； (能求 )、能善毘 舍那。」應該就這樣，他在上一句就將那個「善」字鉢

understood了，略了，下一句他就將那個「求」字 understood了，略了，這種是

倚互的修辭法而已，因為「能善」就一定「能求」的，求都求不到，怎能夠善呢？是

嗎？

「善」即是善巧，那些西人譯做 skillful，能夠很善巧地，純熟。那些西人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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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ful，能夠很善巧地，純熟。這樣就一個解釋了。這個倚互格來的，第二個解釋是

不用的，直情就是求「奢摩他」，「奢摩他」你一得到輕安就成功了，就不用再、不

用再轉深入去了，是嗎？「毗缽舍那」就不是，步步高陞的，所以不需要當它是倚互

格。其實這些爭論是無謂的，照第一個解釋就好了，因為何解？無撞板嘛！兩種都有

「求」有「善」，是嗎？

這樣彌勒菩薩就問了。下面就釋迦佛答了，答裏面就分兩點來答，第一點就說明

什麼？修所依教，修止觀必定要依那些經論，教者、教訓，不是宗教之「教」，這個

「教」是教訓。依據那些，所謂教訓指那些經與論，一定要依據經論。然後第二種教

什麼？依教正修，有了這些教，你了解了，你然後就依著它來正式去修了，現在就答

了，己一，明修所依的教了。「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如我為諸菩薩所說法假安

立，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諷誦、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

論議。」這些，這麼多種東西就是我們用來修止觀所依的教法了，現在仍然是所謂什

麼？

整天開口就說三藏十二部經，是嗎？有沒有聽過？經、律、論三藏若詳細來分

析，就不外這十二類的經論而已，十二類即是十二部，部類，十二部分，後人譯就譯

做十二部經，那個「部」字不妥，就應該譯作「十二分教」，部分之「分」，如果用

「部」字，別人就誤會是一本經、一部經，所以用「十二分」，就不用「十二部」，

十二分教。十二分教大家都識了？「契經」、佛經裏面的那些散文，這個「契經」有

兩個意義的，

一個就指三藏中的經藏，第二個意義是指經裏面的那些散文，叫做「契經」，這

裡是指那些散文，即是什麼？《金剛經》裏面：「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這些就契經體；下面那些什麼？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些偈頌，這些就是

什麼？這些就叫做「頌文」了，「契經」指那些散文，經裏面的散文。「應頌」、

「應頌」是什麼，重頌，上面講了一大輪，恐怕那些人不記得，應該重新頌一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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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就叫做重頌了，《法華經》的什麼？「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曰」。是嗎？

下面那些就是重頌了。是嗎？「應頌」即是應該重新將它來頌一頌的。重頌。

第三、「記別」，「記別」，梵文「記別」此字，舊譯就譯作「授記」，《法華

經》裏面有一品叫做〈授記品〉，就說舍利弗啊！你幾多劫後就成佛，你的佛名叫做

如此這般，這是「記別」，即是授記，預言某一個人將來怎樣的，就叫做「記別」。

六祖又學人記別了，是嗎？六祖臨死之前就汝又怎樣，汝又如何，是嗎？很多。六祖

拿到衣缽之後，他那個五祖就替他記別，是嗎？六祖問他，我現在，弟子現在向南方

行，我應該點做呢？他說：你記住，是嗎？「逢懷則止」，是嗎？

「遇會則藏」(《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去到的地方有個「懷」字的你就要停留，

不要再行；「遇會」，遇到有個「會」字的地方你就要隱身，隱藏著不要出來，出來

別人打死你。「逢懷則止，遇會則藏」。這就是記別。這些是佛的記別與那些祖師的

記別。現在很多人講記別的，王亭之整日講什麼？講、講、講，文章裏面講什麼？

《劉伯溫燒餅歌》，那些記別，那個什麼？我的那個朋友蕭振聲，又在電台那裏講什

麼？將來那個世界如何如何，這也叫做記別，是嗎？即是預言，預先講，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的……

聽眾：這麼多煲水佬(講者)最賺得錢多就是蕭振聲了，

羅公：什麼？

聽眾：中文電視台對他支持都很大。即是……

羅公：去到了，你念熟它就閻羅王都怕了你，真是的！怕你的！真是怕你的。

時時有些人念，有一個人他念《心經》的，整日念《心經》的，他死的時候見到

那些古靈精怪，見到牛頭獄卒，見到有些人來要 他的魂，要拉他去，他一味念《心鈎

經》，〔他們〕硬是不能走去他那裡，去到他那裡，他停口，想拉他，你拉他(我)做

什麼？你已經命終了，你現在要死了，要回去了。我不捨得死。不捨得死也不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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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他又唸經，結果那些人攪幾次都搞不定，算了，怕了他，如果他沒有事，無事又

多十幾年，十幾年後才死。有這樣的事，時時有這樣的事。有個病重的要死了，見到

一個差人，拿著一個牌，一個那些牌，上面寫著要找那個「張 」，其實這個〔名〕义

是「張義」，那些人寫個「義」字普通就是這樣的，仁義的「義」，要找張 ，寫了义

那些俗字。他不肯去！你拉我不行！我叫做張義！而不是叫做張 ！張 而已！硬是义 义

不肯去，硬是不肯去，結果這樣，他回來想，他再來拉他怎算？

拿本《關帝經》來整天念，整日念《關帝經》，念到那個差人怕了他！不來了，

不要搞了！我回去報告算了。有一回這樣的事，有這樣的事，這樣的怪事是常常有

的，見怪不怪，其怪自壞。看回這裏，這些很要緊，你拿著這套東西，是嗎？不用，

臨死找本佛經 在手上來落葬，入殮嘛！這樣就閻羅王都奈何不了你。不過你要臨死揸

的時候抓住才行，你未完全斷氣才行，一斷了氣之後抓都無用了，念著佛就不怕了，

念著佛。

好了，現在依教。「契經、應誦」，「記別」即是預言。「諷誦」即是《金剛

經》那些了：「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那些，「諷」即是念出來的詩，「諷

誦」。「自說」、有些經佛不用別人問他的，自己講的，例如《阿彌陀經》那些，自

己講的，不用別人問的。第二就「因緣」，有人問才講的，好像什麼？《解深密經》

這些，還有些戒律，因某個原因而訂這條戒律的，「因緣」。「譬喻」，好像《法華

經》那些，〈譬喻品〉那些，這樣就譬喻。「本生」，講佛前世的事的。「本事」，

講佛弟子的前生的事的。「方廣」，即是大乘經，《解深密經》這一類都是方廣。

「希法」，講那些神化的東西的，那些神變、神通的東西。「論議」，「論議」即是

討論哲學的問題的，好像這個《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這些就屬「論議」了。總

共這十二類，三藏裏面就總共十二類，就叫做三藏十二部經了，他說依據這些經。依

據這些經就如何去依呢？

明依教正修了，說明依著這些經來正式修行了，裏面就分為三段，第一段庚一，

總明止觀方便，「方便」者、即是方法，便利，修止觀的人用什麼方法去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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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兩個字，那個英國人，那個英國人，那個  Conze(Edward Conze 1904-

1979)，就譯做什麼？譯做 way，way，way，修止觀的途徑。庚二、別釋止觀，兩

門分開，各別解釋修止與修觀，答他了：總明止觀方便。「菩薩於此善聽、善受、言

善通利、意善尋思、慧(見)善通達，」一句。

他說，一個修行的菩薩，修止觀的菩薩，「於此」，「此」者、指什麼？指那些

經了，是嗎？「於此」，於這些經你應該是怎樣？你未聽過的就應該善聽，好好地去

聽；「善受」，「受」者、即是受持，記憶起來，把經的道理自己記得它，「善

受」；「言善通利」，經裏面的言句，那些言詞，你句句都讀得通，不要讀錯，讀

通，很順利，「言善通利」，「意善尋思」，對於經裏面所講的意義，你要很好地去

想它、思考它，「尋思」。

「見善通達，」「尋思」的結果，於是你就有個見解了，有個結論了，你的見解

與結論，你要真真正正地在邏輯上是能夠過得去的，很通順的，不會矛盾的。「見善

通達」。以上我就講了智慧，智慧有三種智慧，有三級的，最低級的，最低的層次就

叫做「聞慧」，詳細講叫做「聞所成慧」，由聽聞那些經教所產生的智慧，叫做「聞

所成慧」，即是對於那些經你句句都識解了，這種都是智慧來的。

這些叫做「聞所成慧」；第二種叫做「思慧」，又名叫做「思所成慧」，「思所

成慧」不用些了。不是「聞」了經，聽過就了事，回去自己想過，全部貫通那本經的

道理的，幾乎可以脫離那本經都可以了解這種道理的，就叫做「思所成慧」，高一級

的，還未夠的，還有叫做「修慧」，又叫做「修所成慧」，這個「修」指修定，指修

止觀，由修止觀的時候所產生的慧，叫做「修慧」。「聞所成慧」與「思所成慧」都

是什麼？比量而已，推理而已，reasoning而已，比量，推理而已，「修所成慧」就

是現量的。

「菩薩於此善聽、善受、言善通利、意善尋思……」你看看我上面那裡，「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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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有五種，「相」即是特點、特徵，特徵，「聞慧」有五種特徵，第一種是「善

聽」，如果你不聽，你只是看，那就好好地善讀，是嗎？「善聽」，「善受」、就好

好地把道理記憶起來，「言善通利」，第三、第四就「意善尋思」，在你的心意裏面

好好地去想，想通、想透它，然後怎樣？「見善通達」，「見」即是你這個慧貫通了

它。以上這五種特徵就是「聞慧」的特徵了。由修定，修止觀初時就起「聞慧」了，

跟住由「聞慧」產生「思慧」了，「即於如所善思惟法，獨處空閑作意思惟。」

這樣，「聞慧」你有了，「即於」，「即」即是就，在這些，「如是」、「如

是」即是這些，「善思惟法」，經過你這些好好地想通想透的「法」、這個「法」字

即是指經論裏面的道理了，那你怎樣？你想通想透了，「獨處空閑」，你自己找一個

地方，沒有人搞你，「獨處」，「空閑」、很「空閑」，很悠閒，「作意思惟」，

「作意」即是留心修定，在定中來想，修定即是在定中來想，這樣，這種「作意思

惟」將來你就會得到，你這樣想就不用拿住本經的，這樣就屬「思慧」了。「思

慧」，你看我頭頂那裡，「思慧」兩個字是什麼？是思惟你聞慧所尋思、所通達的那

些法，那些經教及義，以及經教裏面所講的意義，這種經教的文字，「法」即是指那

些文字，「義」就是指意義，那些文字與意義裏面都反映入你的腦海裡面，你的意識

裏面成為一個影像，是嗎？

有一個一個影子的，譬如你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你的心裏面就思慧

是怎樣？「一切有為法、(不要錯)如夢幻泡影」，這句就是「法」了，「義」是什

麼？一切、什麼叫做「有為法」？一切由因緣和合所造成的東西就叫做有為法，一切

有為法都是不實在的，猶如夢、如幻、如泡、如影一樣的，想它的意義，這種就叫做

「思慧」了，聽得明白嗎？

這樣作意思惟，這種就叫做「思慧」了。這樣修個個人都這樣做得到的，沒有人

做不到的，是嗎？也無害，怎會走火入魔？現在那些人說走火入魔，其實他就是亂

搞，是嗎？你依著〔經教〕一定有方法，不會走火入魔的，這樣止與觀上文講得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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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籠統，那就怎樣、怎樣修呢？下文先修止，修止成功再修觀。現在別釋止觀二門。

從兩方面各別解釋，又分兩段了，申一、申二，申一就別釋修止，申二就別釋修

觀了。現在申一、別釋修止，「復即於此」、「復即於此能思惟(的)心，內心相續，

作意思惟。」這樣，你能夠有了思慧了，你就再進一步了，你怎樣？「於此能思惟

心」，你就對於這個能夠思考的心，這個「心」是指你的意識，對於這個能夠思考的

意識，想著你的心，「內心相續」，「內心」指在定裏面的心，不是想外面的東西

的，「內心」連續、連續，每一剎那連續、連續，不要分散，「作意思惟」，「作

意」兩個字即是 attention，留意著，不要分散那個心，想著它，怎樣想？

你前一個剎那想住，我現在想住鼻端，我現在想住鼻端，這樣你的心裏面就有個

鼻端的影像了，這樣不算，這種止都可以，但是《解深密經》不主張你這樣，當你想

住那個鼻端的時候，那是你的意識，是嗎？用你的意識，你的意識最少有兩部分的，

一部分叫做「相分」，即是這個影子，image，另外一部分能夠感覺到這個 image

的，那個是「見分」，是嗎？它叫你想著那個「見分」，不想那個「相分」。你說：

我想「相分」行不行？

可以，現在普通修是想著那個「相分」的，譬如現在我這樣，譬如這樣，我想著

阿彌陀佛，即是說，那個阿彌陀佛的樣子是「相分」，那個 image，我有個阿彌陀

佛的樣子在這裡，我一定有一種力量去想他的，阿彌陀佛有形有相的，我想阿彌陀

佛，那是一種力量來的，無形無相的，無形無相的那部分叫做「見分」，就叫做

「心」，那個叫做「相分」的就叫做影像，「復即於此能思惟心，」想著你個「見

分」，見到你的心，連阿彌陀佛都不想，想著那個心，應該怎樣想我的心？我前一剎

那的心，我前一剎那的心正在想阿彌陀佛，我甚麼都不想，只是想阿彌陀佛，你知道

我現在前一個剎那的心是想阿彌陀佛，現在我亦正在想阿彌陀佛，後一剎那我現在也

是想著阿彌陀佛，當你這樣的時候，阿彌陀佛就在這裏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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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你的心，就是這樣。你說：我不想心，只是想著阿彌陀佛行不行？都可以，都

是「心」，那是心的「相分」，現在那本經叫你的「能思惟心」想著心的「見分」，

兩者任擇，明不明白？到這裡，你聽過以前的那些，現在你就明白了，這個能思惟

心，心有「相分」、有「見分」，你歡喜照住這本經，你就想住那個「見分心」，想

著「見分心」，你就會發覺，我的心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覺得這個「心」是無常

的，是嗎？

又覺得那個心好像無所把足那樣，那個心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根本沒有一個

「我」在那裡的，你就會體驗到「無我」的。經就教你這樣，即是修什麼？「四念

住」的心。「觀心無常」，見不到我的時候，想著那個生滅的心；即是又等於「諸法

無我」。如果你說我不會這樣想，我只是想佛，那個佛也是你的心變的，想那個「相

分」也可以，如果你歡喜想「相分」，你就想「相分」，喜歡想「見分」你就想「見

分」，你修時喜歡想「相分」還是「見分」？

聽眾：想「見分」。

羅公：什麼？想「見分」嗎？

聽眾：觀前面的每一剎那。

羅公：是，看回自己的心。不過好是好，有些人會覺得那種難搞，

聽眾：努力些。

羅公：即是那個心會亂，那些人說。

觀著你的心，內心相續，整日作意、留意，想著你的那個心。「如是正行」，

「如是」即是這樣，這樣正正確確那樣去修行，修行止觀，修行修止，「多安住

故」，你的心常常會走去別的地方，一走就把它拉回來，「安住」在這裏，那種正行

整日安住心，你不用怕，我的心會亂走的！不要緊，他說明會亂的，「多安住故」，

整日安，這個月安不了，整日安，安不了，下個月就能安了，能安一些了，第三個月

就很定了，一安就很久了，不亂了。第四、第五個月就不用安它都不亂的，你有毅

力，是嗎？「如是正行多安住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你有一天你就會生起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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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身輕安」者，那些氣好像周身充滿那樣，「身輕安」是一種觸覺來的，是生理

上的變化來的，「心輕安」，你的心跟住身輕安起而覺得那種愉快的情景，心輕安。

身輕安是物質的，是地、水、火、風四種原子所造的，是「觸」，色、聲、香、

味、觸的觸境來的，觸塵來的，心輕安是五十一個心所裏面的「輕安心所」來的，那

個輕安心所與身輕安一齊起的，能夠起做到這樣，輕安都充滿了，輕安在頭頂處走一

下不算，在肚腩處走一下不算，要全身輕安充滿了，你就叫做修奢摩他成功了，「是

名奢摩他」了，這樣就是「奢摩他」了。「如是菩薩能求奢摩他」。「如是」即這樣

的菩薩，這樣的菩薩他就能夠成功「能求奢摩他」了。很容易的，有沒有試一下？試

就試過的是嗎？不敢講出來而已，是嗎？是嗎？

聽眾：沒有什麼成績那樣。

羅公：有沒有輕安起？

聽眾：無。

羅公：很多人起的！幾個禮拜就會起了，你呢？有些輕安起？能否走到全身？一條蛇

那樣走？這樣你行了！走了之後全身充滿，充滿到你的身體像橡皮袋那樣，那

些熱水充滿了橡皮袋那樣，全身很愉快的，每一個毛孔滿眼都有的，充滿的，

那時就輕安充滿了，你那個時候就叫做修「奢摩他」成功了。

聽眾：譬如我自己，要希望修止觀。

羅公：是。

聽眾：但是又不記得念咒。

羅公：嘿！與念咒有什麼大關係？

聽眾：沒有那麼多時間嘛！

羅公：什麼？嘿！你念咒，如果你係東密，你如果時間多，你就修「十八道」，「十

八道」最少要一小時才行，多則，長些更好，其他那些你會快些，道場觀，當

你淨念誦靜觀那時，觀那個「阿」字的時候，那個就是戲肉來的，什麼？你就

在那裏，當時就是止觀來的，你那句拉長些就可以了，觀那個「阿」字就是

止，「觀字型」就是止了，「觀字型」之後「觀字義」就是觀了，觀就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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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很多大前提、小前提，然後才取得結論的，當你大前提、小前提一路這樣推

理的時候，就純屬「毘 舍那」了，觀了。鉢

聽眾：但是時間長才可以的！

羅公：這樣就是了！你趕著擒擒青(匆忙)要去吃飯，那有什麼辦法？沒辦法。

聽眾：要上班。

羅公：這樣，當你有了結論了，當你有了結論了，那個結論是什麼？一切法無論如何

是不生的，生就是不對的，這樣一有結論的時候，你就停在那裡了，保留著一

個結論，保留了結論，那時候你說它是止嗎？它是止，有結論了，他不再想；

你說觀？他是正在觀一切法不生的道理，那時就是止觀雙運了。

聽眾：我現在只是修這一部分而已，是嗎？

羅公：以前的那些全部是坐進的，是呀！就是等於嫁女，現在這一段才是正式結婚，

其餘那些全部都是嫁妝而已。

你可以修「七支」！你走去居士林拿「七支法」囉！好快的，都不用壇的，坐在

床上就能修了，七支，「入佛三昧耶」，之後就入觀，行的！如果你有時間就「十八

道」，無就用簡單修法啦！簡單的三部被甲之後，跟住就是觀這個、這個，不用說寶

車輅，什麼都不用！整日想大如來就來了！就在那裏了！那就行了。西藏人都是這

樣，修大日如來，我們那個活佛，諾那活佛，我去他那裏，那個法本沒有這麼多東西

的，修大日如來，我修過毗盧遮那法的，觀想自己前面有個毗盧遮那，前面一個

「阿」字，那個「阿」字變，變「三昧耶」形，然後再變毗盧遮那佛，他在那裡，無

量聖眾圍繞，他在那裡放光照住你，這樣就修止與觀，修止的時候就念誦了，那個心

念誦，念誦完就連念誦都不念，止。就在那裡，他沒有教修觀，你把觀加上就行了。

這樣觀完之後它就這樣迴向了，這樣即是說，修的時候，連三部被甲都沒有！淨

業觀、淨三業，淨三業之後就發菩提心，發完菩提心之後就觀了。觀完之後就祈願、

迴向、出定，很快的！這樣就可以了，不用麻煩的，這個可以的！可以！將它來套下

去而已！一樣的！中心就是那個「阿」字觀那裡，那個「觀字義」最緊要，沒有問題

的，你將它來……居士林都有一個簡單的修法，沒有嗎？那你自己作一個簡單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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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都可以的，自己作。

聽眾：那有資格？

羅公：不用的！你還說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你不要，只是用那個，修止就只是用

「阿」字，你還連那個大日如來都一同觀，那個「阿」字就在大日如來的心口

(胸口)處，那樣就連大日如來都觀了，是嗎？

幾種都齊了，那朵蓮花上面有個大日如來，大日如來的心口有個月輪，又月輪，

月輪裏面有個「阿」字，就觀了。是嗎？行！為什麼不行？好了，看回這裏，這樣就

修止了，觀了，怎樣觀？別釋觀門，分二了，壬一、壬二，壬一，正釋觀門，壬二、

結答前問。現在就正釋觀門了，壬一、正釋觀門又分兩點來講了，第一就簡非所緣，

「所緣」即是境，那些影像，「簡」就是除，除了那些這裡所不要的那些影子，不要

的就撇開它。然後癸二就依境發觀，就把那些要的依著它來做境界來起觀了，現在癸

一，簡非所緣，「簡」即是除去，除去那些我們這裡所不要的境界，不要就不是說一

定不好，現在我們不要的。下面：「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為所依故，即於如所善思惟

法，內三摩地(所緣)所行影像，觀察勝解捨離心相。」這裡很清楚的，只是「心相」

兩個字解一解就可以了。

「彼」、「彼」即是那個修行的人，「由(於)獲得身心輕安」，有了身心輕安做

他的依據了，他就怎樣？進一步了，「即於如所善思惟(的)法，」「如」、「如」即

是依照，依照你未入定之前所讀的那些經，與入定之後所想清想楚的，思慧所想清楚

的那些經教的道理，將這些道理，「內三摩地所行影像」，將這種道理反映進定中的

那個、「三摩地」即是定，反映進去定中的意識裏面，做一種「所行」的，即那個意

識所想的、(所)集中在那裡、(所)理解的那些 image，影像，成為一個文字的道理的

影像，你將那些影像來怎樣？

觀察、觀察即是了解它，很合邏輯地想它，不要給它矛盾，「勝解」、觀察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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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得到很清楚的了解，得到一個那些，「勝解」即是得到一個 clear

conception，clear concept，得到一個很清楚的了解，得到清楚的了解之後你就怎

樣？不是！觀察、思擇之後，你就「捨離心相」了，捨棄了你那個修止時候的「心

相」了，譬如你修觀「阿」字，你捨了那個「阿」字，不觀那個「阿」字而觀它的字

義了，不觀字型了，如果你整日修止，修那個鼻尖觀的，就不再想這個，這個鼻尖就

是你的心的「相分」而已，捨離它不要，捨離它之後那個心要怎樣？觀、再深刻觀，

「捨離心相」。

「捨離心相」之後怎樣？是不是胡思亂想？不是，那時是依境發觀了，依住經教

所講的道理、那些境界起觀了，怎樣觀呢？你看：「即於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義中，

能正思擇、最極思擇，周遍尋思、周遍伺察，若忍、若樂、若慧、若見、若觀，是名

毘 舍那。」能夠這樣做就叫做修觀了。聽不聽得明白？這樣之後，你捨離了你觀的鉢

那個「阿」字，捨離了你觀的那個鼻尖，捨離了那個鼻尖，如果你觀阿彌陀佛，你就

放棄了，不再想那個阿彌陀佛了，那就怎樣？想那個道理了，怎樣想法？「即於如

是」，於是，「即」即是就，就什麼呢？

「於如是」，這些，「如是」即是這些，這些什麼？「三摩地影像」，在定中那

個意識裏面所現的影像，這個影像是什麼影像？「所知義」的，這個影像是「所知

義」的影像，你以前所讀的那些經，裡面的那些道理的影子，「所知義」的影像，

「影像所知義中，能正思擇」，你就想了，怎樣想？第一、「正思擇」，什麼叫做

「正思擇」？你看過宗喀巴的，他教你修觀的時候，引用這一段「正思擇」，是指什

麼？知不知？你們記不記得？看看你們的 IQ，記不記得？

修「五蘊皆空」的觀，觀什麼？觀「五蘊」，「五蘊」者，「色蘊」、「受

蘊」、「想蘊」、「行蘊」、「識蘊」，一切有為法不出五蘊，而「色蘊」之中包括

什麼？內有五根，外有五塵，還有一個「法處色」，不外是這麼多東西，還有「受

蘊」，有「苦受」、有「樂受」、有「捨受」，「想蘊」就取像的力量，「行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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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有「心相應行蘊」，有「心不相應行蘊」，「心相應行蘊」又有哪些、哪

些、哪些？「心不相應行蘊」又有哪些、哪些？最後那個「識蘊」就有八個「識」，

每個「識」是怎樣的？觀、這樣去想它，盡其所有種種式式的東西將它來觀，觀它的

「盡所有性」，「盡所有性」即是盡其所有的一切種類你都去觀它。這樣很枯燥的，

初時就很枯燥，觀得幾個禮拜之後，你一下就可以觀到了。是嗎？

觀它的盡所有性，叫做「正思擇」了，正正確去「思擇」了，「正思擇」。正觀

五蘊有什麼？《心經》教你「五蘊皆空」，觀五蘊無用的！還要觀那個「空」的，空

與不空，這些是什麼？屬於性質，是嗎？「盡所有性」即是 quantity，量的方面，

「如所有性」就觀它的質的方面，quality的方面。「如所有性」，所以那些人譯做

什麼？suchness，suchness，字典沒有這個字的，那些翻譯家作的，是如此就是如

此的，它本然就是如此的那種情況叫做 suchness，「如所有性」。是不是英文更加

容易理解些？

「如所有性」，觀察它什麼，五蘊就是這麼多，不外是空的，是嗎？空、五蘊都

是不實在的，你這個不實在，也有一個不實在的空性，不是無的，這個空性是無形無

相的一個 reality來的，一個宇宙的本體來的，觀它的「如所有性」。這是《心經》

的一句：「照見五蘊皆空」，「照見五蘊」是「盡所有性」；「皆空」就是「如所有

性」了。是嗎？幾句而已，「照見五蘊皆空」就是……看其他的經就好像打橫行！

即是不要那麼輕佻就說打橫那樣行，不過即是說你縱橫破陣，熊十力講這句說

話，讀佛經就猶如破陣，如果你有智慧，你就入去別人的陣裡，不論它是什麼陣，你

都可以拿住你那把智慧之刀、智慧之劍可以縱橫破陣而遊，如果你無智慧，你就死在

陣裡面了，無智慧就死了。譬如有個什麼？樊梨花整個血光陣(金光陣)，如果你無本

領，入去就變成血了，就死了、死了。如果你是有本領的，就縱橫破陣再走出來。讀

佛經就猶如破陣，講得很好的，真是很多人被它困死的！在那個陣裡死了。在那個陣

裡死了都還好，拜著佛來死還可以生兜率天之類，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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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又來找我，劉萬然不知道，那個金思莊，金思莊的母親，唉！她真是！整世

人求什麼？她要求神通，她整日要發願，頂禮十萬個頭，蠢啊！你磕一百萬個頭都不

會有神通的！磕頭是一回事，神通是一回事，磕頭怎會得神通呢？是嗎？你種烏豆是

種不出西瓜的！種一萬年烏豆都是種不出西瓜的！你磕十萬個頭怎會得到神通？但是

那個阿闍黎、真是的！這種阿闍黎，我的師伯，這個叫做文殊揭諦就由得她，叫她磕

吧！磕吧！磕吧！那就磕了，未夠一半就死了，但是她死得好，磕頭，念一

句 :Nama  samanta-buddh n  avira  h  khaḥ ā āṃ ūṃ ṃ ， 又 磕 一 個 頭 ， Namaḥ

samanta-buddh n  avira h  khaā āṃ ūṃ ṃ，之後又磕一個頭，好像那些日蓮宗那搞

法，她血壓高，她不知是虛性還是實性，誰知有一天，當她磕到一百幾十個頭的時

候，一磕低就在那裡起不了身，那些人看她什麼事，原來她已經生西了。這樣，這種

死是不會下惡道的，因為善心死不會落惡道的，至少都人天的，這種是人天富貴的。

聽眾：很老嗎？

羅公：她死的時候？

陳芷君差不多上下年紀，40 歲多一些，那時金思莊與我同班同學，她正在讀預

科，我也是讀預科，都未入大學，(她母親)禮佛磕頭死的，不過都是好死，她入了醫

院，不用醫生替她施手術，一磕低頭就去了。不錯的！這樣死法，好過、好過纏綿床

第，有些很辛苦，死得很辛苦的，她這樣算好的。好了，你看看，觀它的「盡所有

性」與「如所有性」，「最極思擇」即是最深的思擇，就是「如所有性」。這樣就如

何？當你觀察「盡所有性」的時候，你就要怎樣？「最極思擇」即是「如所有性」，

不論「盡所有性」，不論「如所有性」都有兩種，一種是什麼？初步的，「周遍尋

思」，盡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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