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祖次次都推說病或其他而不肯去。結果就找了個神秀，神秀都已經一百零幾歲

了，行路都成問題了，坐轎上宮殿，坐轎上金鑾殿說法的，神秀呀！一方面抬舉禪宗

的北宗的神秀，南宗的六祖不肯去。另外就捧賢首法師，賢首法師的華嚴宗這些人，

流行的思想也是陷於籠統的那一類。當時有幾本假經，你不要以為佛經都是真的，很

多假的。武則天將近做皇帝的時候，有些這樣的賤格的人，整一本假佛經，叫做《大

雲天女》什麼經，說當時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替一個女子受記，那個天女，大雲

天女，說你將來幾多百年後，你就做支那的女王，支那國的女王，你能夠令到天下太

平如此這般，是轉輪聖王來的。

大雲天女就正受教，那些人記錄起上來就成為一本經。就假經了，那個人整了一

本假東西還呈了給武則天，還不知找了誰來翻譯，有一本這樣的經，武則天就當然是

了！武則天這個人很聰明，明知你這些是假東西，但假得不錯，還獎勵那伙人。於是

就以為佛都預先替她授記了，一本。同時又有一班道士，就造了，早過武則天，整了

一本《老子化胡經》，現在《大藏經》裏面有一本《老子化胡經》。說釋迦牟尼佛是

老子的學生來的，老子在西周的時候見到西周衰落，他就騎著一隻青牛去了西邊，說

他原來去了西邊就入了印度，就教化印度人，教出個釋迦牟尼佛。老子化的那些胡

人，整了一本《老子化胡經》，明明是那些道士想壓佛教，就作這本東西的。當時那

些假經就陸續出現了，還有一本叫《占察經》，《占察善惡吉凶經》，很靈的！這本

東西，叫著它好像扶乩那樣來整，那些人逢占卜都靈的，這本當然是假經。

於是在早期的時候就有本《大乘起信論》出現了，《大乘起信論》出現，其實這

本東西一定是、地道的，你看看《大乘起信論考證》，你不信到十足你都要信它七

成，人家有證有據。假的就假了一本《大乘起信論》了。假了之後，那些人很大膽

的，先假了一本真諦法師翻譯的《大乘起信論》，擔心沒人信，再整一本武則天時代

實叉難陀( ik nandaŚ ṣā 、652－710)重新翻譯的，叫做唐譯《大乘起信論》，梵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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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本了，還有假？其實那本假〔梵文〕的都造了，很高明。這樣於是又有人了，

《大乘起信論》是馬鳴菩薩造，馬鳴菩薩的弟子或者再傳弟子龍樹菩薩，龍樹菩薩就

註釋《大乘起信論》，就寫了一本叫做《釋摩訶衍論》，還有假？有印度注釋了！其

實也是假的。假了之後，要助成華嚴宗的那伙人的理論，於是找些人來整，於是有很

多假經出現，例如什麼？那些人就懷疑了，《圓覺經》了，現在一般人、那些學者都

懷疑它是假的，《圓覺經》。

還有一本，有一本有人說它是假，有人說它是真，叫做《仁王護國般若經》了，

那些人、那些學者又說當時那些人都是假的。假到唐代將近尾末的時候，最厲害的就

是這本《楞嚴經》了，現在人人都說這本《楞嚴經》真是無上的寶典了！原來那些真

的學者就說這本是假東西來的。這樣，那些人一信了那本《楞嚴經》，那些思想、佛

教思想跟住就籠統了。現在的佛教思想很籠統的，除了學空宗與學唯識的人，其他那

些思想都籠統的，為什麼籠統？主要就受了那本《楞嚴經》的影響。如果我在佛學會

講，我就留情些，就不講，現在這些是文化協會，我講就無所謂。如果你要看，就看

一下呂澂先生那本《楞嚴百偽》，他將《楞嚴經》是偽作的百多個證據提出來，裏面

有很多、很多的證據是確確鑿鑿的，是嗎？不要出去與人吵架，不要出去與人吵架。

隨順止、隨順觀了：「如是作意，當名何等」？這種作意有影像了，這樣想了，我又

未得輕安，即是修止未成功，那要怎樣？佛答了：「善男子！非毘 舍那作意」，那鉢

些不能叫「毗缽舍那」，叫做修觀，叫做什麼？「是隨順毘 舍那勝解相應作意。」鉢

即是跟隨「毗缽舍那」的、將來他會得「毗缽舍那」的那種與「勝解相應(的)作

意。」「相應」兩個字就是相聯繫，相聯繫。那個 Edward Conze (1904–1979)他

將「相應」兩個字譯作什麼？associate with，即是相聯繫，與「勝解相應」的，相

聯繫的，即是說你對佛理都有相當清楚的了解，不能夠叫做真正的觀。

好了，現在第五門了：止觀二道同異門。這個「師」字錯了，同異，改回它。

異、不同那樣解，同異門。止於觀是兩種道的，是嗎？這個「道」者，指智慧的活

動，這種智慧的活動，一種是止，一種是觀，到底是否是同一種心？同一種抑或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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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是同還是異呢？現在問了，戊一，問了：「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彌勒菩薩又對

佛這樣說，他怎樣說呢？「世尊！奢摩他道與毘 舍那道，當言有異？鉢 (抑或)當言無

異？」何解「奢摩他」與「毗缽舍那」叫做「道」？因為佛法裏面所講的東西不外是

四諦，站在小乘的立場來講不外是四諦，不論大乘小乘都可以將它分成四諦的。講這

個有漏的世界與有漏的人生就叫做「苦諦」，即是說，講這個有漏的五蘊的時候，這

個有漏五蘊就是屬苦諦了，這個苦諦是怎樣造成的呢？就指煩惱與那些有漏的業了，

那些煩惱與有漏的業，將它剔出來，我們叫它做「集諦」，如果我們順住不斷「苦

集」、不斷「苦集」一路虛妄下去，就永無、永遠流轉了，如果你是聰明的，能夠找

到辦法去證得涅槃，那時候你就證得那個以真如為體的那個永恆的、不生不滅的那種

情景，這種不生不滅的、沒有苦的這本情景，苦的因沒有，苦的因沒有，苦的果亦無

的那種情景就叫做「滅諦」，又名叫做涅槃，「滅諦」即是涅槃，這種你想得到的這

個「滅諦」，即是這個無餘涅槃，你就一定要修道，修道是什麼？四念住，小乘來講

就四念住、四正斷……

聽眾：四正勤。

羅公：什麼？

聽眾：四神足。

羅公：四神足。

聽眾：五根。

羅公：五根、是嗎？

聽眾、羅公：五力、七覺支、八正道。

羅公：總共 37 種，叫做三十七道……

聽眾：品。

羅公：「三十七道法」，或者「三十七菩提分法」。或者叫做「三十七覺支」，是

嗎？這三十七覺支就屬於「道諦」了，所以四念住又是「道」，四正斷又是

「道」，四神足都是「道」，是嗎？五根亦是「道」，五力也是「道」，因為

它是屬「道諦」。好了，由大乘來講就是什麼？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智慧這六度，「六波羅蜜」，「六波羅蜜」都是「道」，是嗎？這樣，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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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六波羅蜜」之中，最尾的兩個，一個要做什麼？禪定波羅蜜是嗎？禪

定波羅蜜就叫做止，叫做「奢摩他」，一個就叫做智慧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我們叫它做「毗缽舍那」，然則止與觀都是「道」了，所以「奢摩他」又叫做

「道」；「毗缽舍那」又叫做「道」，因為兩者都是屬於「道諦」的，所以都

叫做「道」，明不明白？這兩個「道」是有異抑或無異呢？佛就答了。「佛告

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言非有異、非無異。」即是如果你普通來說，你說大

家都是「道諦」，你說它「無異」都可以，是嗎？你說是此為止，觀為觀，怎

會不同呢？於是就有異了，他說如果嚴格來講應該是怎樣？「非有異、非無

異」，你說他有異，不對，你說他一定無異，也不對。何解呢？何以故？不

是！「何故非有異」呢？何解說它「非有異」？「非有異」即是無異了？是

嗎？理由是怎樣？未講這句之前，我先用白話解了。

修止的時候整日看著那個影像，是嗎？不是！固定一種影像，是嗎？或者觀著自

己的心，那個心、那個意識有「相分」、有「見分」，普通我們觀佛像就是「相

分」，觀那個阿字，這個又是「相分」，觀呼吸，這個呼吸都是「相分」。《解深密

經》還有問內思惟心，觀那個「見分」，什麼「相分」都不想，只觀「見分」更高

些，更好些，這樣的。好了，觀那個「相分」，那個影子都是心，觀「見分」也是

心，觀來觀去都是觀著自己的心，是嗎？好了，即是說「奢摩他」是用我們的心做我

們所緣境了；「毗缽舍那」觀的那些影像一樣也是我們的心來的！亦是以心做所緣

境，這即是說，「奢摩他」與「毗缽舍那」都是以自己的心做所緣境，就這一點來

講，「非有異」，是嗎？明不明白？但是你說它「非有異」又不行，又不是絕對的，

何解？「奢摩他」就是所緣的境，是固定的，不起分別的，是嗎？「毗缽舍那」就好

像電影，一齣一齣下去的，有分別的。就這一點來講就「非無異」了，是嗎？明不明

白？聽不聽得明白？所以你說「非有異」，你說它「異」又不對；你說它「不異」也

不對，這樣，這即是說，「非有異」，否定它有異，「非無異」也否定為無異，

「非」就可以。你說，這樣行不行？亦有異、亦無異可以嗎？不行，你肯定就不

行，positive 不行，negative 就可以，亦有異、亦無異那就不行。你這樣說就可

以：從某個角度來看是有異，從另一角度看就是無異。可以，你說它亦有異亦無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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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因為邏輯上有一條定律，叫做「排中律」，邏輯首先要三條定律，其中一個

「排中律」，沒有中間的，何解？亦異亦不異，這是中間的東西，但是「非」可以

的，不是嘛！是嗎？

譬如我問你那樣，你是不是中國人？你說：亦中國人亦不是中國人，那就不對

了，或者是另外一種人，非中國人又非非中國人也行，可能他是星球人。或者非非中

國人，可能他，或者他不是人來的，是嗎？或者其他也可以。雙「非」就可以，雙

「是」就不可以，所以現在有一些，我們皈依或者別的事，那個皈依師傅對你說，佛

法的東西，一切的法非空非有，亦空亦有，是嗎？很喜歡這樣講，非空非有可以，即

是你用空的概念去描寫它，不對。單純用個「空」字，你單純用個「有」字，這個概

念，這個「有」這個概念來描寫它，描寫它即是 describe它，用那個「空」來

describe 它，或者用「有」這個概念來 describe 它都不行的。雙非就可以。亦空亦

有就不行了，犯了這個排中律了。江漢林是人也是不是人，怎 行？不行的！非、雙麽

非就可以，雙是就不可以。所以，一切法非空非有可以，亦空亦有就不行了。是嗎？

龍樹菩薩就最聰明，全部「非」的！他不用「是」的，其實龍樹那些人這麼聰明，他

想過的你差不多都不用想了，不過他沒有講給你聽那樣解而已。好了，你明白了嗎？

非有異、非無異。

下面這裡了，「何故非有異」？「以」，「以」即是因為，因為、因為「毗缽舍

那所緣(的)境」，「毗缽舍那」所觀住的那個境，那個對象，「心為所緣故」，這個

境是心所變的影子來的，所以他整日緣的是緣著那個心，那個境，這個境的心，以心

做所緣，不過它是境的心，都是心，所以非有異。「何故非無異？」何解說它「非無

異」呢？「有分別影像非所緣故」。「毗缽舍那」、不是！這個有一個「奢摩他」做

subject，「奢摩他」不用有分別的影像做它所緣的境，雖然大家都是以心做所緣的

境，但是一個是緣有分別的影像，一個是緣無分別的影像，「毗缽舍那」就是以他的

所緣境，以心為所緣。下面那個，「奢摩他」就是以有分別的、有分別的心，非「奢

摩他」之所緣境故，應該這樣的，是嗎？不過他將「奢摩他」幾個字就 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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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暗藏了而已。不是說他譯漏了，它的原文是這樣寫，即是有時他們暗藏的，你讀

英文的都有很多 understood 的，是嗎？明白嗎？下面了，下面這一段就整個唯識

宗都由這一段產生了。

分別止觀唯識門。「分別」即是說明、解說，解說止與觀，止所緣的境就是我們

的識所變的，觀所緣的境也是我們的識所變的，然則止與觀所緣的境都是識來的，我

們入定的時候，所緣的境固然是識，出定之後我們見到那個鐘、見到這些是不是識

呢？釋迦佛說：都是識來的。何解呢？譬如我見到一個黑色那樣，那個黑色是我的

「眼識」的 image，然則離開「眼識」的 image 之外就無所謂黑色，問題就這樣

了，我望到這裏見到黑，我望到那裡，就見不到黑了，就見到綠色了，我望到那邊，

就見到藍色。何解我望去頭髮又不見藍色？何解我望去那裡又不見黑呢？一定有一個

原因了，是嗎？所以唯心不是胡思亂想就可以的！亂想，你不發達，你想發達給我看

看！日日想，是嗎？不行的！好了，一定又有個道理了。

我們所見到的東西，那些境界，有兩種，一種就有本質的，本質即是實質，本質

即是實質，有一種是無本質的，還有一種，三種，一種雖有本質而起錯覺的，三種，

一種是有本質的，譬如我見到那些頭髮黑色，在別的地方見不到黑的，一定有一種東

西是實質，這樣有本質的，有些是沒有本質的，我閉上眼睛，想、想觀音菩薩在前面

灑楊枝甘露，哪裡有個觀音菩薩在那裡？沒有本質的，但是我閉上眼睛確是煞有介事

見到的！這個是無本質的。是嗎？有些是有本質而起錯覺的，明明見到，明明見到一

條〔繩〕在那裡我〔卻〕以為是蛇，嚇到我飆汗了，其實是繩來的，有本質了，但是

我起了錯覺。我以為牠是蛇但牠不是蛇，起錯覺而已，不外出三種，有本質的，你們

讀過、你聽過《八識規矩頌》，聽過未？

聽眾：未聽完。

羅公：第一句你聽過了？聽誰講的？誰講的？

聽眾：覺岸法師講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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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覺岸法師是嗎？有本質的叫做「性境」，那個「性」字當實質那樣解，即是有

實質的 object，對象，「性境」。無本質的就叫做「獨影境」，指單獨有個

影子，在「第六意識」裡面有個影子而已，並無本質的，「獨影境」。即是你

一讀《八識規矩頌》，第一句就是什麼？「性境現量通三性」，兩個字就講

了，「性境」，「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

識所緣的境界是什麼境？所緣的是「性境」，一定是有本質的，「性境」、

「獨影境」，這種叫做「帶質境」了。我們的第七識整日攀緣著，整日想著我

的第八識的「見分」，第八識的「見分」本來不是「我」來的，它整日以為這

個是「我」，以為是自己，這樣就「帶質」了，有本質，這個本質是第八識，

帶有本質，但是它不說、它不清楚就以為它是「我」，這個「我」就是錯覺

了，這個是「帶質境」。黑夜見到繩，看到繩是蛇，覺得它是蛇，你「第六意

識」就是起了「帶質境」了。這樣，好了，當我見到黑色的時候，這個黑色是

哪一種境？江漢林，你說，「性境」嗎？

聽眾：是。

羅公：「性境」，這樣一定有本質了，本質在哪裡？看到你的頭髮是黑色的，那種黑

是有本質的，本質在那裡？是不是我的識變的？都是我的識變的。那個黑色不

是我的眼，那個「眼識」見到那個黑色的影子就是「眼識」變，在「眼識」所

變的這個黑色的影子後面有個本質的，這個本質是什麼變的？是我的「第八阿

賴耶識」那個變黑色的種子，那個種子有機會就起作用，就現出一個黑的本

質，這個黑的本質反映進我們的「眼識」裏面，於是我的「眼識」裏面就有個

黑的影子出現了，我見到的就是見到「眼識」裏面那個黑的影子，而這個黑色

的影子後面有一個「第八識」所變的黑色的本質在那裡的，黑的本質，所以這

個「眼識」所看的境界是「性境」來的。這個本質，我見不見得到這個本質

的？見不到，但推論知道有本質，何解？擰過這邊看不到的，擰過那邊看得到

的，一定是有個原因嘛！本質了，是嗎？這個原因直接刺激到我的，這個直接

刺激到我的原因，我就改個名叫做本質，叫做本質。德國有個哲學家，你就留

過德國，德國有個哲學家叫做 Kant，(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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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這個最厲害的！他說我們所見到的物，我們只是見到它 phenomena

而已，我們見到物只是見到它的 image 而已，康德叫它做 phenomena，這

個 phenomena 的後面，有一個物的本質在那裡的，這個物的本質都是物，

都是物，但是，這個物是什麼？物的自身，這個 thing-in-itself，有一劃

的，thing-in-itself，物的本質我們是看不到的。現在的哲學史裏面譯，物、

「物的自身」，物的自身，我們是看不到物的自身的。

我們看到你黑色，我們知道它有一個本質，黑的本質，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反映

進來的，即是換言之，即是說，我的頸梗了在這裡不能活動的，前面有一塊鏡，你一

個人在那裡又歌又舞，在那裡做得古靈精怪，我現在望到鏡裏面，我看到別人在唱

歌，又看到別人在那裡跳舞，我看到什麼？我看到那個影子，看不到後面的本質，後

面的本質，我的頸是固定了不能擰開的，人就是這樣，束縛住。這樣，那個本質是

「第八識」裏面的一種功能，是一種 energy，一種 function，當這種 function一

appear 的時候，顯現的時候，呈現成為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我們見不到它，總是有

種刺激力的，刺激我們的那個「眼識」，我們的「眼識」一受了它的刺激就反映進

來，就見到黑色，這樣，那個本質是有的。這個很有關係的，如果不否定有本質的就

純粹是唯心論、所謂觀念論，Idealism 了，如果你承認有本質的，那就實在了，實

在論了，Realism 了，不同的。所以佛家的唯識學嚴格來講，不是唯心，不是唯心

論，不是觀念論來的，是實在論來的。

這樣，講開就講那個本質了，好了，摸一下它是軟的，這個頭髮的軟是什麼？是

我「身識」裏面的一個 image，一個「相分」，這個「相分」怎樣起的？有沒有本

質？有，那個本質有一種力，刺激到我的觸覺，我們起一個「軟」的 image，那個

本質，那個本質是什麼？我的「第八識」覺得「軟」的那個本質顯現的，如果是嚐一

嚐你的頭，覺得鹹的，這個「鹹」也是我的「舌識」裏面的影子，那個影子後面又有

個本質，這個本質是什麼？我的第八識裏面那個鹹的影子 出來。根本就沒有一個江飈

漢林在那裡，你明不明白？我們的「第六意識」很聰明的，把我們所看到的那個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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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子，摸到那個軟的影子，嚐到鹹的影子與過去回憶它以前如此這般，又說會打

球，會怎樣，這麼多資料綜合起來，無中生有，有個東西叫做江漢林！執著有個江漢

林，這個江漢林是什麼？根本就是不實在的，完全是我的意識裏面的「遍計所執」執

出來的，根本就沒有，既然根本就沒有了，你說，那不是整個江漢坐在那裏？他不對

你講，根本就沒有你在那裡！是嗎？現在我在做夢，扣上一個江漢林而已！但那個夢

不是憑空的，是有刺激力的，怎樣刺激力？何解我的「第八識」望著你的頭，見到你

的頭髮黑色卻又見不到紅色呢？理由是怎樣？

你江漢林有一個「第八識」，你的「第八識」裏面含有黑的種子、含有頭髮的種

子、含有鹹的種子，含有這麼多種子，這個種子起，一集中起，成為一個假合的江漢

林的個體，這個假合的江漢林的個體就是你「第八阿賴耶識」的「相分」，你先變起

一個江漢林，影響到我，我見到你的時候，你可以變出江漢林，我的「第八識」裏面

一樣有這麼多的種子，一樣可以見的，將你所變的江漢林反映進我那裏，我又變起一

個江漢林，我摸到、拍到、扯到那個江漢林，是我的第八、是我的眼、耳、鼻、舌、

身這五識的影子，這五識的影子被我的「第六意識」集中，改它的名字叫做江漢林。

而那個江漢林是要那個本質，反映進我的「第八識」裏面，我的「第八識」裏面那些

變江漢林的種子又集中，就將整個江漢林變出來。而我望著他就不能變出江漢林的，

只是見到陳義初而已，望著你就見到江漢林，是因為你的「第八識」變起一個江漢

林，影響到我，我一擰頭過去陳義初就變起陳義初，又影響到我，就因為這樣，所以

我見到的江漢林是我〔變的〕，非真江漢林，非非真江漢林，何解？我見到的是我變

的江漢林，不是真的江漢林，即是非有異非無異，你說完全無異也不行，是嗎？因為

他不變起我就見不到的，於是你變一個人，他變一個人，無數那麼多，即是你江漢林

發起一串夢，何文發一串夢，陳義初發一串夢，我發一串夢，這麼多串夢互相交流，

好像幾條電影那些光線，一交合的時候，大家好像一個客觀世界，於是大家聚首一

堂，二十幾、三十幾人在這裏，這麼多條光線一交合的時候就見到整個客觀的了，確

是有個江漢林，確是有個何文，是嗎？但一擰出去的時候就不見了，你的那條光線射

去那邊，我想吃雙皮奶的話，那時就見到雙皮奶，不是見到江漢林了，是嗎？所以你

說它不是實在也不行，是嗎？你說有個實在硬繃繃的也不是，就這樣，明不明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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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這套東西是要唯識才講得通，它這套東西你不要以為講得通很簡單，不簡單的！

它解釋到什麼？何解你的祖宗山墳會那麼好？山砂帶水這麼好？何解？他解釋，

你的身體是你的「阿賴耶識」的功能變的，如果你的種子是好的，你一定變起一個四

平八正的相，幸福的人，如果不幸福的，或者跛了一隻腳，或者多了兩隻腳趾，這

樣，你發個夢，別人就會快高長大的，你是碌來碌崩鼻，又破了口唇的，這個是什

麼？各自的種子不同，何解各自不同？前身的業力牽引。同是一個世界，各人有各人

的識變，雖然是大家的識變，大家互相交相影響，交相影響，同時大家你坐在這裏，

我也坐在這裏，我家裏父親的墳墓被人家掘了，沒有了，但是你家裡的兩條石柱還是

完完整整，沒有人去摸一下的，為何不同？風水師就說你那裏風水好了，我就風水不

好了，是嗎？其實所謂風水好是什麼？你那些種子 出來好，是嗎？我不好，是我的飈

種子 出來不好，改良可以嗎？沒得改，風水師應該餓死的，沒有得改，沒得改的。飈

你改「阿賴耶識」的種子，如果無，整了都被人整崩你的，是嗎？更衰！你都沒有這

個福氣，你整了會更衰！

我講件故事你聽，從前廣州有一間叫做兩廣總督衙門，你吃什麼？食燒味那間聚

豐園那裏，隔離那裡不是省政府衙門？從前叫做制臺衙門，制臺衙門，「制臺」者就

是兩廣總督，張之洞、李鴻章那些人就在那裡辦公的，他們清朝的人主管官吃飯就要

奏樂的，撐、撐、撐八音奏樂，擺起那張 ，坐正位，在那裡吃的。如果他是兩夫婦枱

就把太太也請出來，那樣的，只有他兩個人吃，將近一走過去，正走進來就已經奏樂

了；一坐下又奏樂了；他一舉起筷子又奏樂了；食完又奏樂了。從前是這樣的，那

種、那種制度叫做「祈鼓」，那個「祈」字是不是這個「祈」我不知，總之我知道那

個名叫做「祈鼓」。這樣那些總督每一餐吃飯都要「祈鼓」的，但是有時遇著，舊時

有個人叫做張之洞，他這個人就很離譜的，剃一個頭就剃三日，何解呢？他一路剃

頭，那個給他剃頭的，剃得大力一些就被他罵，是嗎？動不動就打，那些剃頭的就個

個都戰戰兢兢慢慢為他剃。他一路剃頭一路看書，看書的時候他高興的時候就搖頭擺

腦地動，你拿把刀剃，一下整傷了怎得了？打你五十板你就夠弊了！張之洞是這樣的

人來的，所以戰戰兢兢。看著看著，不行！這個字要查一查！停！他走去查，查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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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字之後，跟著有別的東西他就去做，那個剃頭師就問：大人，幾時可以？明天再

算！剃了臉，他自己不照鏡的，就說明天再算！到第二天剃了另一截，忽然又有個貴

客走去登門，不行！停下！我要去接他！又明天再算。都說他剃一個頭經常要三日，

剃鬚剃了一邊，因為要修理兩邊，他是兩撇鬚的，修理了一邊就剩下一邊，就說明天

再來。時時這樣的，這個人他吃飯就無時候的，人家吃飯規定，早上十點鐘，或者幾

點鐘，他起身，昨晚睡得晚，十二點才起床，起了床之後兩點鐘才吃早餐，那些祈鼓

的樂隊個個就要等大人食餐的時間。他很奄尖(挑剔)的，冷又說冷，熱又說熱，這個

人奄尖(挑剔)到極的。好了，隔離，制臺衙門一吃飯，隔離左右都知道，現在制臺大

人吃飯了！那些祈鼓撐、撐聲奏樂，八音一齊奏出的。現在那些人結婚，開席的時候

撐、撐、撐！就是學這套東西，學來做什麼？腐敗到極！

好了，那個隔離附近有間裁縫舖，總督衙門側邊有條叫做新豐街的，新豐街，聚

豐園附近有條叫做新豐街，新豐街裏面有很多大屋的，其中有一間裁縫舖，那個裁縫

師就很發達的，專門替那些大官做袍褂。他妙想天開，他的老婆整飯給他吃，他說：

先不吃，等制臺祈鼓的時候我才吃，人家兩點鐘才起床祈鼓，他那餐飯，老婆是十點

整好那餐飯，一路放到都硬了，人家祈鼓了，然後他才吃。人家吃的是新鮮東西，熱

的，他都硬了，吃到胃病，食無時候(定時)，全無胃口，精神不夠，你猜結論是怎

樣？其實他是傻的，他說，一個人都是要講福氣的，制臺大人祈鼓，他有這樣的福

氣，我沒有那樣的福氣，所以他祈鼓的時候我與他一齊食，我都周身病，他就沒有事

的。其實不是，別人吃，隨時吃，隨時侍候，你那些東西都冷了，而且你挨肚餓，做

裁縫的，你要做工，挨肚餓等到〔下午〕兩點才有飯吃，怎行？他自己埋怨自己無

福，其實是傻，你傻瓜，是一回這樣的事。所以有時同是大家聽祈鼓，人家吃得很滋

味，你這個就吃得皮黃骨瘦，又說無福氣。

一樣，其實無所謂的，所以有一本叫做《二十唯識論》講，同是一條溪水，很靚

的水流，它說，魚見到它就猶如水晶一樣那麼清澈的，在那裡面游，好像空氣那樣，

溪流、河流，很靚的河流，如果是餓鬼見到它就好像整條火海那樣，何解呢？各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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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不同，各人所變不同，同是這樣的溪流，某甲見到就是清水，某乙如果它是餓鬼見

到它是膿河，那個質同，所見、所託的本質縱使相同，但是你所變的影子可以是不同

的。同是一餐飯，大家都是一個鮑翅拿出來，如果你是滯的，食滯了的，你會覺得不

過如是，鮑翅有什麼好吃？你的影子不同。那個開胃的，真是靚了！覺得好吃。質、

托質相同，所變的影像會不同，你一個細路哥(兒童)，加拿大的狗就不吃屎的，我們

在內地鄉下的那些狗是吃屎的，我們細路哥的時候，那些幼童 低踎 (蹲)在地下就在那

裡大便了，那些狗就看著，等他大便完一起身，那些狗、幾隻狗嚓嚓地爭來吃，你倒

碗魚翅牠還未必這樣爭，是嗎？何解呢？同是，人見就它就掩鼻而過，是嗎？

那些狗見到就好過魚翅，搶了來吃，質，托質、所托的本質相同，所變的影子不

同。所以我們要分本質，影像。好了，即是說我們所見到的東西，在定中所見的影子

不過是我們心裏的影子，是「第六意識」的影子，不也是心來的？影子是心的「相

分」，「眼識」所見的是「眼識」的影子，當「眼識」起影子的時候，同時「第六意

識」也變起那個影子，這個是有本質的。閉上眼睛在那裡見的，那個是沒有本質的

「獨影」的，都是心。即是說我見到實物，這件東西又是心。即是心見心，一切都是

我們的識，一切唯心即是一切唯識，這樣我們在定中觀一條死屍又膿又爛那樣，那條

死屍是「識」變的，識的「相分」，同一樣道理，我們觀到阿彌陀佛萬億紫金身，

啊！非常之華麗，堂皇華麗，這個又是什麼？又是「獨影境」來的而已！你以為那個

是真的阿彌陀佛嗎？是嗎？這樣是「獨影境」豈不是永遠見不到？又不是，你整日

觀，整日觀的時候，當你的定心很澄澈的時候，亦不執著阿彌陀佛，亦不執著那個非

阿彌陀佛的時候，不起分別的時候，你平時所熏進去的種子，不用想的，就會整個阿

彌陀佛直情就在那裡。

那個是現量的，那個現量要等它怎樣？現量的不一定是有本質，但是有一些有本

質的，當你見到阿彌陀佛，如果你很虔誠，平時很拜佛，你請阿彌陀佛加持你，阿彌

陀佛他就在大定裏面的，他有一個妙觀察智察覺你請他加持的，這個時候，他在定中

就會起一個觀，他阿彌陀佛作觀，他作什麼觀？我加持我的某個弟子，他作這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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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一作這個觀的時候，他那種力量就打到你處，就像那個波動打到你處，你呢，這

個波動就是本質了，托那個波浪打進去你處，(你)刺激到你，你的「第六意識」變起

整個阿彌陀佛的影像，這個影像是有本質的，那個是有本質的，那時你就見到真正的

阿彌陀佛。亦都可以見到假的，不是的，亦可以見到真的，假的這個就是「獨影

境」；真的就是「性境」來的。這樣就看你修行如何了，如果你普通入定入得好的，

持戒又好的，你會見到真的阿彌陀佛在那裡。

這樣就解通了，何解他的風水那麼好？那個風水就是它傳，譬如你的阿爺(祖父)

有十個兒子，五十個孫子，你阿爺的墳墓的風水是你阿爺自己變，你阿爺的太太變，

你阿爺的那十個兒子變，你那五十個孫子變，合計起來百多人的「阿賴耶識」共同

變。共變可以嗎？各變的樣子不同，即是七彩套色，這個紅的一個彩，藍色的一個

彩，白的一個彩，一套起來個就變了七彩，分不開了，一百幾十人的「第八識」好像

放射那樣，共變你的祖宗、你祖父的墳墓的，這一百個，如果你的子孫有福的，就不

會變成一個亂葬崗那樣的，一定是變得很莊嚴的。所以你的風水好了，四平八正，左

青龍，右白虎都好像朝拱那樣，你的樣子也是一樣，如果你是過去福德好的，你的樣

子一定是端正端嚴，是嗎？如果看你的樣子都是乞食的，乞兒相的，不同的！你看得

到的！乞兒相與達官貴人相怎同？你現在在多倫多你看得少，如果你、假使你去聯合

國做個秘書，看看那些大人物出來，那些相貌確不同的！不用怎樣，我們以前做工，

我做過一年公務員，見到那些縣長那一級，那一類人的相是不同的，那些一世都撈不

起的，那些相確是不同的，偷雞摸狗那些相一定是那些、那些雞胸狗肚那一類，雞胸

狗肚，多無隔宿之糧，是這樣的，尖頭，欖核形狀那些，那些都是，譬如你看看那些

邱吉爾、艾森豪那些就是，那個相是不同的，現在布殊的相也不同的。你看列根的

相，也是不同的。怎同？他怎同那些在唐人街推架車來賣生果的那些人的相？怎同？

是不同的！何解？種子不同，種子不同。這樣即是說，解釋風水都可以的，是嗎？解

釋相一樣可以，看命就是一種統計而已，不過統計都會統計到多少消息的。即是風水

看相什麼都可以解釋得通的，用唯識來解，這裏就解了這個，解這個修止觀的時候那

種境界是什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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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即是解釋，解說，解說止於觀，能觀能止的都是心，又是識，被我們觀

的那些影子都是識，唯識，裏面都分做六點。第一點就是慈氏請問了，我們看看戊

一。慈氏請問，慈氏請問，怎樣問呢？「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他又問釋迦佛了，

「世尊(啊)！諸毘 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與此心，當言有異？當言無異？」他不鉢

問「奢摩他」了，問了「毗缽舍那」你就可以類推「奢摩他」了。世尊啊！「諸」、

「諸」即是各種，各種「毗缽舍那」，譬如你說有些是修無常觀，有些是修無我觀，

有些是修空觀，有些是修唯識觀，有些是修密宗的什麼本尊的觀，各種不同的，各

種、各種唯識觀，「諸」、各種、各種「毗缽舍那」，「毗缽舍那」即是觀，各種觀

的「三摩地」，止也是「三摩地」，「三摩地」即是定，止、定裏面分作止與觀。一

種觀的三摩地，這是觀的三摩地裏面所行，這個「行」是我們的心行去那種境界那

裏，即是我們所想的那種影子，那種 image，那種影子，這種影子，「彼」、

「彼」即是這種影子，「彼與此心」，這個影子與我們修定的時候的那個心，這個心

是「見分」了，那個「彼」是指「相分」了，其實是無異的。「當言有異？當言無

異」呢？應該它是兩件東西，是「異」的，抑或是「無異」的，是一件，同是一種東

西呢？其實他這裡是什麼？這裏就說它們是無異的，是嗎？其實嚴格來講應該是非有

異非無異的，不過就變成走入勝義諦了，當然是無異的。

你讀一讀《楞嚴經》，有「七處徵心」，是嗎？我們的心，我們的心想一種東

西，我們的心想著那個茶杯，我們的心在內，在我的心裏面抑或是在心外面？抑或是

在兩者中間？抑或亦內亦外呢？等等，《楞嚴經》不是有「七處徵心」嗎？其實這個

很簡單的，眼見到那幅影畫，「眼識」見到藍色，如果我的「眼識」在內怎會見到藍

色？藍色是在外面的，非在內的。你說在外嗎？確是我的識在裏面發出來才看到的，

怎會在外呢？更加不會在內外中間，應該在哪裡？很簡單，凡是，譬如我見到藍，有

藍的地方就是我的識所在的地方。是嗎？我見到一個江漢林在這裡，我的識就是在江

漢林處，我見到他半截，我的識就是在半截，我見到整個，即是凡是那個「相分」所

在之處，即是我的「見分」心所在之處，我觀太陽，就是我的心在太陽，不用這麼多

徵法，因為何解？我見到太陽，太陽就是我「眼識」的「相分」，「相分」、「見

分」是一體的，「當言無異」。「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言無異。」好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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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彌勒還是不服氣，問了：「重徵」即重新再問，何以故？為什麼你說它「無異」

呢？如來答：「由彼影像唯是識故。」「由」就是由於「彼」就是那些，由於那些影

子，譬如我在定中觀那具屍體，或者觀阿彌陀佛的樣子，這個阿彌陀佛與這個屍體的

影像「唯是識故」，只是我們的識變的，何來另外有個影像呢？於是他就再補充一

句，「善男子！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他說：善男子啊！我說，我們的識所了

解的東西，那些境界，「唯」即是只是，只是我們的識自己現出來的而已，你又不要

這樣反駁，我望住鍾建民何解又不見陳義初？

我說唯識所現，我見鍾建民，鍾建民的影子是我的識所現，我擰過來見陳義初，

陳義初的影子亦是我的識所現，我只是這樣講，我沒有說何解擰過這邊就見這個，擰

過那邊見另一個，我沒有答這個問題，你不能一團那樣來的，如果你問，你就要第二

個問題問了，何解你對住鍾建民，鍾建民就不見陳義初？何解對著陳義初又不見鍾建

民呢？答案是什麼？同是識所緣的東西，它的本質在這裏，我就在這裡見鍾建民，那

個本質在那裡，我的本質就在那裏，就這麼簡單。「我說識所緣」的境，是我們的識

所現的，好了，彌勒菩薩跟著又有個問題問了，彌勒菩薩假設一個難題來問了，

「難」、「難」即是質問。「世尊(啊)！若彼所行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

心還見此心？」這個是提出一個問題，他說：世尊啊！如果你說，「彼所行」，

「彼」即是「毗缽舍那」，修觀的觀，當我們的觀所了解的那些影子，影像，你說它

「即與此心無有異」，即是與心無分別的，這樣問題跟著來了，「云何此心還見此

心？」「云何」即是為什麼？為什麼心見回心？何解我們站在這裡，自己舉起自己就

舉不起，自己的心又能見回心呢？我的「眼識」見東西，但眼睛為何又見不回眼？何

解心又能見回心？「云何此心還見此心」？下面就如來釋通了，如來就解釋了，整通

它，整通它又分兩點來講。

乙一、先說明境不離心，我們所見的境是不能夠離開我的心存在的，然後，己二

就問答，跟住問答其餘的問題。我們入定所見的境不離開我的心，出了定以後，見到

散心，見到的東西是不是都是心變的？這是第二個問題。現在先第一個。己一，釋境

不離心。問了，這個不是，答了。釋迦佛跟著講了：「善男子！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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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一句。「此中」、「此中」即是這

裏，這裡「無有少法」，並沒有少少的東西，「少法」，little thing，並沒有少少法

能見，所謂「能見」，即是另外的少法，並無另外少少的東西可以見到另外少少東西

的，見來見去應該都是見自己的。我不承認可以見到第二種東西的，無有甲的少法能

見乙的少法的。這樣然則所見的是什麼呢？就是見回自己，「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

有如是影像顯現」。「然」即但是，「此心」、當我們的「見分」的心，「如是生

時」，用這樣的方式起作用，「生」就是起作用，「如是」即是這樣的方式，用這樣

的方式來起作用的時候，「即有如是影像顯現」，就有與那種東西的作用有關的影子

出現了。現在舉一個例了，我現在觀，觀那個阿彌陀佛在那裡說法，在那裡手舞足蹈

地說法，這樣觀他的時候，這個阿彌陀佛即是我的心現的，何解呢？此心、即是我觀

阿彌陀佛的心，此心，「如是」，即是用這個方式，用什麼方式？用觀阿彌陀佛的方

式，不是觀釋迦佛的方式，亦不是觀死屍的方式，是觀阿彌陀佛的這樣的情景，「如

是」、這樣，你那個心觀阿彌陀佛這樣而生起作用的時候，「即有如是影像顯現」，

就有那個阿彌陀佛的影子與我的那個心，connect with，心，associate with 心，相

應，顯現，appear，顯現，當你觀屍體的時候，觀屍體的心生起的時候，就有整個

屍體的形狀顯現了。顯現。

「善男子！」舉一個譬喻：「如依善瑩清淨鏡面，以質為緣還見本質，而謂我今

見於影像，及謂離質別有所緣(行)影像顯現。」一句。「善男子啊！」叫一聲他，

「如依善瑩清淨鏡面」，古代的鏡用銅來做的，那些銅要磨，「瑩」、「瑩」即是擦

到它光光滑滑的東西叫做「瑩」，「善瑩」，「善」即是很好，磨得很好的那個鏡，

那個鏡面，依據那個很好的、整得很光滑的鏡面，「以質為緣」，以我的臉做質，我

的臉對著那個鏡面，這個質，用一個質做原因，這個「緣」就是原因，射下去，那種

光射下去鏡面處，當我的質，我的臉，這塊臉的質做原因，見到那個鏡面的時候，

「還見本質」，見到的還是你的臉，難道是見到一隻馬騮(猴子)嗎？你老羅見到的還

是老羅的臉，不會見到馬騮的，「還見本質」。我們聰明的人知道我們在鏡裡見到的

是我們自己，即是聰明的人就會知道，我們在定裏面所見的那個影子就是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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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見到阿彌陀佛的影子，就是我見阿彌陀佛的心反映進去的本質，這裏是譬喻什

麼？那塊臉是本質，以那個本質為緣，那個鏡用來譬喻定，修定，那個臉做本質，借

那個鏡互為緣了，那個鏡、臉為緣，影響那個鏡那裡，那個鏡為緣就現出我的臉的樣

子，以質互相為緣，互相為緣的結果，那個緣和合了，「還見本質」，我們望過去

「還見本質」，那個本質是指我的心，這個「質」是指我的心，那個「緣」是指定，

在那個定中，那個定就猶如一塊鏡把本質現出來，本質。

如果我們是聰明的人就知道，我們在定中所見的影子是我們的心來的，心來的。

蠢的人，有些人認為什麼？幻覺裡見到有一些東西黑黑的在那裡，他就說觀音菩薩來

找我了！這些是蠢人，縱使你見到觀音菩薩來都是你的心，是嗎？實在那些人見到一

團雲，影了個相好像觀音菩薩，他又說是觀音菩薩了，聖駕來臨了。蠢材。如果那些

蠢人，「而謂我今見於影像」，以為我就是另一面，我另外見到我的影像，我見到阿

彌陀佛在那裡，就以為見到阿彌陀佛的影了，不是我的心來的，其實你所見的阿彌陀

佛是你的心來的。「及謂離質別有所行影像顯現。」還有一些人蠢的，離開我們的心

的質，另外有一個像，我在一個鏡照整個我的樣子，以為離開臉樣子另外有個影子

的，其實這個樣子就是你閣下的樣子，即是說，其實在鏡裏都是見你的臉的，何解？

你那個鏡所感受的光，那個光線、那張臉是射在鏡那裡，那個鏡反射你的光就照在你

的臉上，照到你的眼球，你不就是見回你的本質？是嗎？見本質。「如是」，他講完

譬喻就再合了，「如是此心生時，相似有異三摩地所行(的)影像顯現。」漏了那個

「現」字，「所行影像顯現。」「如是」，這樣一來，「此心生時」，當我的心念一

生的時候，就現出那個相了，那個相似乎是什麼？「異三摩地所行」的影子，好像是

離開，好像一個影子，這個影子是離開我們的定力的，離開我們的定心而現的，以為

有一個這樣的東西，以為你觀那個觀音菩薩，以為真是離開你的心有個觀音菩薩走來

了，走來找你了！他說這個是你自己的執著而已。這句很簡單的，以後成套唯識的學

理就是引申這幾句東西了。

聽眾：羅公！

羅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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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一段好像是佛法的心生法生？

羅公：是呀！心生即是法生了。「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就是這裡來

的。沒有了，是嗎？

聽眾：還有一張。還有一張。夠鐘了。

羅公：還給你，後面那張是嗎？後面那裡。

聽眾：五十三，五十三。

羅公：五十三，「世尊(啊)！」那個彌勒菩薩又再問了，是嗎？再問：「世尊！若諸

有情自性而住，(緣色等)、緣色等時心所行(的)影像，彼與此心亦無異耶？」

聽眾：漏了一個「時」字嗎？

羅公：我不記得是「時」字抑或是「境」字，

聽眾：「心」字。

羅公：什麼？什麼字？

聽眾：「心」字。

羅公：「心」，「緣色等心」。是嗎？他說：「世尊(啊)！」如果一個眾生，「有

情」即是眾生，「自性而住」，即是不加思惟，「自性」，好像我現在遊花園

那樣，並沒有想的，偶然就見到了，「自性」、自性即是 naturally，即是任

運，任運而住，即是自然而然地見到、發現到一種東西。

聽眾：你沒有 52頁，你拿回 52頁。

羅公：「緣色等心」，他忽然間見到紅色、見到藍色，他攀緣這個紅色、藍色等，這

個心起了，這個「心所行」的影事，「所行」即是所見到，所見到的這些紅

色、藍色的影子，「彼與此心亦無異耶」？「彼」即是那些紅色、藍色的影

子，與我這個能見東西的心，「亦無異耶」？亦沒有分別嗎？都是一個嗎？彌

勒菩薩這樣問。下面是釋迦佛答了，如來正說了。「善男子！亦無有異！」釋

迦佛斬釘截鐵地說，無分別！你所見的、你平時所見的東西都是見回你自己的

心，如果你明知道，知道每樣東西都是有本質的，你就知道是見回你自己的

心。即是說，我們見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見來見去都是見回我們的心。不

過我們發夢亂想的時候，或者亂想的時候見的心，是我們的「第六意識」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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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而我們控制不好，見到自然見到的心，是「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的心，

即是說我們人生就是一個大夢，這個大夢是「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的夢，我們

晚上睡覺的時候所變的夢是「第六意識」所變的夢，不同就在此。我們的「阿

賴耶識」所變的夢一發就是幾十年，是嗎？如果你長命一些的就百多年，「彼

與此心亦無異耶」？釋迦佛就答他：「亦無有異」！都是！都是見回你的心，

這樣問題就少了，如果是見到另外一種東西就不是我們能控制了，見來見去都

是見回我們的心，我們就很多局面都可以扭轉了，是嗎？「而諸愚夫由顛倒

覺，於諸影像，不能如實知唯是識，(識即是心)，作顛倒解。」如果那些蠢

人，那些「愚夫由顛倒覺」，他由錯誤的知覺，沒有那些他說有那些，有那些

他以為不是那些，「於諸影像」，他對於我們每個識所見到的影子不能如實，

這個「如實」就是確確實實，等於英文的那個 really 與 exactly，不能夠如其

實在地知道，我們所見的東西只是我們的識變的，因為他不知道是識變的，就

「作顛倒解」了，「作」即是起，起一種顛倒的見解了。以為我們真是見到東

西了，譬如我見到有一個鍾建民在那裡，就以為真是有個客觀的鍾建民，我現

在見到他了，其實就沒有，沒有客觀的東西，所謂客觀，積主觀而成客觀，大

家都主觀的時候，就變了客觀。讀了這些。

聽眾：夠鐘了。

羅公：就這樣，夠鐘了。講到這裏有什麼問題就明天再講過。這樣，所謂唯識，整個

唯識論就在這幾句話裏面產生了，

聽眾：這一句即是識外無境。

羅公：是。

聽眾：一切境都是識所變的，顯現的。

羅公：最緊要就是「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這句話就無論如何要記住。

聽眾：這些上面有無收到？很清楚。

聽眾：89年 10月 22 日.

羅公：如果庚二我們就要先看回庚一的，

聽眾：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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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庚一那裏，庚一那裏，彌勒菩薩就問，問釋迦佛，是嗎？他怎樣問？「若諸有

情自性而住，緣色等心所行影像，彼與此心亦無異耶？」因為上文就是釋迦佛

答彌勒佛，答彌勒菩薩，他說：我們修止觀的時候，觀了很多那些境象出來

的，那些影像出來，這些影像與我那個能觀東西的心，是一抑或是異？是有異

抑或無異呢？是兩種抑或不是兩種呢？這樣，佛就答他了，「非有異非無

異」。是嗎？這樣彌勒菩薩又再問他，你說它「非有異非無異」，這樣即是

說，這個心，能看東西的心與所看的那些影像，不是兩種東西了，是嗎？如果

不是兩種東西……

聽眾：不好意思！

聽眾：有 ，有 。櫈 櫈

羅公：即是心見回心，是嗎？普通我們見到東西，譬如我見到綠色，那件東西，那件

綠色有件東西，這件東西見到那件東西，是嗎？「云何此心還見此心」？豈不

是自己見到自己？即是世界上的東西有很多是這樣的，那隻手不能自己摸自己

的手，是嗎？這隻手可以摸那隻手，但是這隻手不能摸這隻手的。我的力量兩

隻手可以舉起物件，整件東西可以舉起，是嗎？舉得很高，但是舉自己是舉不

到的，是嗎？人不能舉自己的，何解這個心又可以見自己的心呢？「云何此心

還見此心」？這樣，釋迦佛當時就這樣答他，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能夠見到第

二種東西的，釋迦佛剛好與他相反，只有心可以見回心，那個心不會見別的東

西的，只能見回自己的心而已。這樣就答了：「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

我說、即是我釋迦佛說：我的識所看見的東西，那種東西都是我自己的識，自

己現出來的，即是自己現自己，自己看回自己現的東西。這樣彌勒菩薩就問

了，這樣豈不是自己見自己，是嗎？這個「心」見回這個「心」，好像不是很

合理？好像人不能自己舉自己的，何解說那個「心」見回自己的「心」呢？於

是釋迦佛就說，在未講釋迦佛答之前，我就問，自己見自己可以嗎？行不行？

可以的，你對住那個鏡，你可以說，我望鏡，不是，你見到的鏡是什麼？是你

的光，你臉上的光投射到那塊鏡裏面，那塊鏡將那些光反射過來你那裏，你不

是見到那塊鏡，你是見回自己的臉，是嗎？那就是自己見自己，是嗎？可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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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你說，我自己不能夠舉起自己，誰說不能夠舉起自己？舉得到的！你

找張椅坐在那裡，你撳、撳、撳、撳就可以升高幾吋的！是嗎？這樣就能自己

舉起自己。你說，這樣要憑藉第二樣東西！我沒有說不能憑藉第二種東西，是

嗎？明不明白？我自己可以不可以舉起自己而已，沒有說不能憑藉第二種東

西，何解要憑藉才可以？答案就是這樣，世界上什麼東西的產生都要有條件，

有緣，沒有緣什麼都不能夠產生，「緣」即是條件，我自己的臉見到自己，我

自己見自己要借那個鏡做緣，是嗎？我自己舉起自己要將那些能調高的椅子做

緣，自己舉自己，是嗎？自己就這樣坐在那裏不郁就不行，譬如你說，我會跳

高的，你學跳高的，你的腳趾一點一跳，你就自己舉自己了，有緣就可以了。

這樣即是釋迦佛這樣答他。

他問，何解自己會見到自己呢？這個心可以見回這個心呢？人人都以為我的心是

見別的東西而已，何解可以見到自己的心？佛就說不是這樣的，別的東西你是見不到

的，只能見回你自己。你說我明明見到那東西，這東西是外面的東西，你所見到的東

西是你自己的心幻現出來的一個 image而已，你說，你要靠，然則我在這邊見到陳

義初，我擰過那邊見不到陳義初的嘛！是呀！我在這裏見到陳義初是我自己的「眼

識」裏面的陳義初的影子，不過要有那個真的陳義初坐在那裡做本質才行，我並沒有

說不用本質，說自己可以見回自己的影子，但沒有說無〔須〕本質。所以最緊要聽說

話要聽清楚了，他說見，見回自己，是嗎？它沒有說不用外面的條件刺激。是嗎？這

樣，什麼都是見回自己的，外面的東西是見不到的，是嗎？佛家就是因為這樣，所以

就講一句話了，「心外無法」，我自己的心之外沒有其它的東西，你說有？有就是你

心裏面的東西。心外面的東西，然則心外面沒有東西存在，沒有，不是說沒有東西存

在，有，你都見不到，有，或者有，或者無，假使它是有，你也見不到，因為你見到

的是你自己心內的東西，佛家所謂「心外無法」就是這樣，不是說外面無實質，也不

是外面一定有實質，因為那些東西，我們看的東西有些一定是有實質的，那些所謂

「性境」一定有實質的，有些是獨影境就一定沒有實質，是嗎？

譬如你說這樣，譬如現在劉萬然修法，觀，或者觀那個毗盧遮那佛在前面，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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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著他，他如果是蠢的，他就說我見到這個是真的毗盧遮那佛了。如果這樣他是很蠢

的，它所見到的那個是「獨影境」來的，是他自己的意識，意識聽了很多那些經裏面

所講的毗盧遮那佛戴了頂什麼帽，那個印手是怎樣？腳是怎樣蹺起來，聽多了這些，

他在意識裏面就創立了一個影子，一個 image，意識創立了這個 image，它修到的

那個毗盧遮那佛可能樣子是很接近中國人的樣子，但是如果另一個人修，譬如何華去

修，可能他見到的是什麼？可能見到他，因為他看慣西方人，可能見到他好像是西方

人差不多上下樣子，是嗎？如果印度人去修，就觀的毗盧遮那佛可能是怎樣？成個印

度人的樣子，是嗎？如果是黑人去修，他會見到整個黑人的樣子，是嗎？就是那樣。

見來見去的那個是「獨影境」，有些人修「獨影境」修的多，以為他一閉上眼睛就見

到了，他以為是這樣，我閉上眼睛都見了，還不是？你閉上眼睛，那獨影鏡就清楚也

行而已，睜開眼外面的東西分享你的精神就沒有那麼清楚，都是「獨影境」，是嗎？

都是「獨影境」，這樣豈不是修法亦永遠見不到毗盧遮那佛？那又不是，說你所修的

是「獨影境」，沒有跟住說你見不到，也沒有這樣說，所以聽說話最緊要這樣，說你

現在所看到的不是，並非等於你將來一定找不到那個，是嗎？世人每每，不學邏輯的

人每每一抓住這種東西就變成那樣，好了，怎樣呢？是不是永遠見不到毗盧遮那佛？

不是，因為你現在修的時候就用有分別的「毗缽舍那」，「毗缽舍那」，用有分別的

觀去觀，一路觀，你的心好像一個畫家那樣，在那裡畫毗盧遮那的樣子，你的第六意

識在那裡畫他的樣子，就畫成這樣，即是這種叫做有分別影像，一路觀就一路分別

的，起分別，「分別」即是思想，來分別。多了，當你起、當你有分別影像一路觀、

觀、觀的時候，你的心一不起分別就完全沒有了毗盧遮那佛在這裏，是嗎？因為你不

起分別就沒有了，是嗎？所以你觀法觀得多你會很累的，寫畫的人整日寫，手都是很

累的，不過有一天你觀得多就純熟了，純熟的時候你不起分別，不起分別，止觀雙

運，觀了，觀、觀、觀到了毗盧遮那佛的樣子，是這樣了，整個玲瓏浮凸在那裡，不

觀，即不需要吃力觀他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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