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種，「復有四種，謂慈、悲、喜、捨四無量中，各有一種奢摩他故。」其實

「慈、悲、喜、捨」亦有觀的，就要先觀後止的。怎樣觀？這些叫做「大慈三昧」，

「慈」、慈無量心，怎樣叫做「慈無量心」？就是觀所有的眾生無量無邊，蛇、蟲、

鼠、蟻、草鞋蟲乃至到佛，是嗎？這麼多種無比那麼多種眾生，無量那麼多種眾生，

無量那麼多眾生沒有一個未曾做過，在無始那麼長遠的生死輪迴裏面，沒有一個眾生

不是曾經做過自己的父親的；亦沒有一個眾生不是做過自己的兒女的，所以我們是沒

有仇人的。既然如此，對一切眾生，連敵人都包括在內，都要用一種慈祥的心來對待

他，如果今世得罪他，就等於那個兒子無知，你做父親，他走來捶你兩下，你不能因

為兒子的一時無知來打你兩下，你就與他有仇的，所以沒有仇人的，對一切眾生都要

保持一個慈的心。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就修觀，想定了，是了，我現在要保持這個慈心，不讓它散，

我要對一切眾生都要慈愛的，保存這種心在這裏，那時其實就是止觀雙運，是嗎？但

是你止觀雙運的時候是有一種止的，你的止也是有級數的。如果你止的時候剛好在初

禪，你就止在初禪，你的觀，你的觀就是正在觀無量心了。是嗎？其實這種亦可以止

觀雙運，也可以單說它是觀。慈就這樣，當你能夠這樣觀，觀定了的時候，當你觀的

時候就叫做觀，一定了的時候就不想別的東西，你就叫做止了，止了，止到差不多上

下，你真是可以體驗到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片慈心而已，那時你就是止觀雙運了。如

果你能夠得到止觀雙運，你就叫做入了「大慈三昧」了，入「大慈三昧」佛經講就很

厲害的，是嗎？

如果地震的話，你真的修「大慈三昧」成功，你走去坐在那裏入「大慈三昧

定」，那個地震都要停止的。信不信就由你，你就試一試。是嗎？試一試，如果你哪

裏說有鬼屋，你走去那裏坐一坐，坐在那裏，那些鬼都快些走，走都來不及。是嗎？

那裡不好風水的，又說什麼煞氣，你住就沒有事，還會發財，就是這樣。短命的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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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修它，短命的人修「大慈三昧」一定長命的。「大慈三昧」得福的，主要不是得智

慧，而是得福。講完了！還未！講完這個。

第二種就是「悲三昧」了，悲是慈的一部分，當那些慈是對一切眾生來講的，

悲，「悲」即是同情心，中國人的所謂「惻隱之心」，「慈」是指仁、仁慈，惻隱之

心不過就是仁慈的一部分，可憐別人，對於那些有苦的眾生你可憐他，於是你修這個

「大悲三昧」的時候，修這個「奢摩他」你就先用觀的，觀一切眾生，一切那些有苦

的眾生，不論他怎樣，跛的、盲的、總之有痛苦的眾生，這些眾生沒有一個不是自己

過去的父母，沒有一個不是自己的子女，所以我要非要救度他不可。我們要對他不只

要教導，我們要時時保持一個悲憫的心，惻隱的心，他受痛苦就像你受一樣。這樣，

現在所謂叫做同情心，同情是不是 sympathy？同情，是嗎？可以的，是嗎？惻隱之

心、憐憫又得，是嗎？同情心。這樣保持它這種心住在這裏的時候，就變成了止，由

觀變成止。止到純粹都極的時候，你就會變了止觀雙運了。「悲」了。

這樣「喜」就是怎樣？世界上無數那麼多眾生，有些眾生又成佛的，有些眾生是

發財的，甚至有些眾生怎樣？生兒子的，有些眾生是結婚的，有些眾生是中六環彩

的，總之這些眾生都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不只不妒忌，歡喜，隨喜，隨順

他，你得到，好極！叫做「隨」；「順」，總之你中六環彩中多幾次更加妙！是嗎？

順他、贊成他，這些這樣的眾生是無量的，你的心，你的心對無量眾生而起這個慈

心，起悲心，「喜心」，隨喜心，喜心。

「捨」是怎樣？這個「捨」就冤親平等，明不明白？冤親平等，貪與嗔平等，怎

樣冤親平等？那個是你過去的兒子來的，個個都是過去的父親來的，有什麼好仇？無

怨家的，是嗎？亦沒有「嗔」的，誰沒有做過你的敵人？亦無所謂「嗔」的，心很平

衡的，無、怨親都是一樣，既然冤親是一樣了，你對於對你不住的人你不用嬲，無嗔

心，對於整日請你吃東西的你也不必歡喜，無貪心，無嗔亦無貪，心平衡，總之，心

平衡到極的，這個「捨」與「捨念清淨」的「捨」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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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無量，我對那些無量眾生而起這個「捨心」，叫做「捨無量」。四種的「奢

摩他」，是嗎？如果你修，這種是人人可修的，想得福就最好，想長命就修「慈無

量」，是嗎？如果 憎等等你最好是修什麼？總之是一個「慈無量」就什麼都行了。忟

你想無，那些三尖八角相，看他的整個衰相，那些人如果他修慈無量心，修了幾年會

整個雍容大雅的，你看看，你教他修慈無量心，那些有些人好像無下巴，看他一定死

的，那些他修慈無量心，修三幾年就整個樣子都不同了。這是四種「奢摩他」。好

了，先暫止於此。是嗎？

聽眾：1990年 3月 4日，羅教授由港回加開始講第一次。

羅公：什麼？

聽眾：庚三。庚三完了。庚三完了，丁九開始。

羅公：庚三完了，現在丁九，是嗎？

聽眾：丁九開始。

羅公：丁九開始，是嗎？即是全個〈分別瑜伽品〉的第九段，就依不依法止觀門。這

個「法」字是指那些經文與經文中的義理，經文與經文中的義理，「法」字是

指這些。即是說修止觀有兩種，一種就叫做「依法止觀」，一種就叫做「不依

法止觀」，因為現在學修止觀的人很明顯就是兩種，而且大部分就是不依法

的，依法的人很少。例如那些人修止觀就找個師傅教你怎樣坐法，怎樣盤起

腿，怎樣修的時候是如何調理氣息，調順它，同時你的心是想什麼？就不是依

據經文，尤其不是依據經文裏面所講的那套哲理，所以現在那些人修止觀的，

大概十分之九幾是「不依法止觀」的，這本經的意思就是反對別人「不依法止

觀」，就鼓勵人家修「依法止觀」的。

我們看看，依法與不依法兩種止觀。這裏分三段，第一段，戊一，明依法不依

法。就說明什麼叫做「依法止觀」？什麼叫做「不依法止觀」？第一段。第二段就是

說明，戊二，就說明緣法總別，當我們修止觀的時候，「緣」就是觀，修止觀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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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們的意識觀，觀什麼呢？觀那些義理，觀那些經文的義理，有總有別，總就是

觀，把佛經裏面所講的道理將它來消化了，完全擺脫那些經文來觀它的道理的。

「別」就是依、「別」就是依據一種經文，隨便依據一本經文，或者依據一段經文，

一味觀那段經文所講的，而不是消化了之後再觀它的原理的，那種叫做「別」。「緣

法」，即是我們觀那些義理的時候是有「總」有「別」的，有戊三。明緣總差別。

就說明緣「別」就沒有那麼好的，緣「總」才是好的。「緣總」裏面也有很多種

的，差別、「差別」即是種類，不同的種類，差別，這個「差別」、difference，不

同的種類。現在戊一，就明依法不依法，裏面就一問一答，己一是問；己二是答。現

在己一、問了：「慈氏菩薩復白佛言」，當時這個彌勒菩薩又對釋迦牟尼佛這樣說，

他怎樣說呢？下面他問了，「世尊(啊)！」他叫一聲他，世尊啊！叫一聲佛，「如說

依法奢摩他、毘 舍那，復說不依法奢摩他、毘 舍那。云何名依法奢摩他、毘 舍鉢 鉢 鉢

那？云何復名不依法奢摩他、毘 舍那？」鉢

這樣問了。「如說」、這個「如」即是依照，「說」即是釋迦佛說，依照你釋迦

佛這樣說，你怎樣說呢？你說有一些叫做「依法」的止觀，「奢摩他」就是止，「毘

舍那」就是觀。你說有些叫做「依法」的止觀，「復說不依法的奢摩他、毘 舍鉢 鉢

那」，你又說有些叫做「不依法」的止觀。你這樣說，即是有兩種了，現在我問你

了，「云何名依法奢摩他、毘 舍那」？什麼叫做「依法」的止觀呢？「云何復名不鉢

依法奢摩他、毘 舍那」？什麼又叫做「不依法」的止觀呢？鉢

下面就是釋迦佛答了，己二、答，己二就分兩段，庚一、庚二。庚一就正式答他

的問，對問正答，對他所問的正式答覆他。然後庚二就約信法行釋依不依。依據兩種

人，一種叫做「信行」，一種叫做「法行」。「信法行」即是「信行」及「法行」，

怎樣叫做，一會……我現在先解釋。

他說，原來修止觀的人，甚至到修其它佛法的人都有兩種人，一種人就叫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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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叫做「隨信行」，那個「行」字讀「行」(幸音)也得，讀「行」(恆音)也得，隨他

的信仰而行，這種人不需要清楚道理的，只是信，這些就叫做「隨信行」，即是多多

少少帶有一些迷信的色彩的，他信那個師父怎樣說就怎樣做，那種叫做「隨」，隨他

所信仰的人，或者他所信仰的事，他就去「行」了，那種叫做「隨信行」。

一種叫「隨法行」，這個「法」者指那些，即是經文裏面所講的道理、義理，即

是這個義理，他依據義理去「行」的，不是說師傅教他就聽的，不是說聽的人云亦云

是怎樣他就去做的，什麼都要先去了解個道理，然後才去做的，那種人叫做「隨法

行」。即是「隨法行」，我們對於信仰有一種叫做「迷信」，有一種叫做「理信」，

明白道理然後才信，大概「隨信行」我們不能夠說他就是迷信，但是總帶有一些迷信

的色彩，「隨法行」，「法」就是義理，明白道理然後才行的，不是隨便盲目信仰

的，這些直情是「理信」，不是迷信。

一種叫做「隨信行」，一種叫做「隨法行」，依據「隨信行」與「隨法行」這兩

種人就解釋依不依法。意思即是說什麼？那種「隨信行」的人多數是修「不依法止

觀」的，那些「隨法行」的人修止觀的時候一定是修「依法止觀」的，即是照這本經

言內的意思是什麼？故意貶低那些「隨信行」，是嗎？故意提高那些「隨法行」，即

是說他不是很喜歡那些人迷信，而喜歡那些人理信，但事實上雖然經文是這樣講，但

是那些人是不聽的，是嗎？那些人總是要迷信的。佛教徒多數是這樣的，是嗎？你對

他講道理他不聽的，是嗎？他還說你不對的，何解會這樣呢？第一，那些人蠢，是

嗎？

第二，有一種人故意用迷信來到吸引人，有一種人他賺錢，找地位，有一種人，

這種壞蛋！你看看，我回到香港的時候，我剛回香港的時候，有一位從來未曾有過這

麼多人去聽的，是一個什麼呢？是那個基督教的Graham (William Franklin Graham

1918－2018)，那個叫做什麼？葛培理是嗎？是他在大球場講話超過這個人數，其他

佛教徒從來沒有聽過超過一千、一萬人去聽經，獨是這個人，盧勝彥是一個人，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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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體育館來講，坐滿人，萬幾人在那裏聽，他在那裏作法，作著作著，那些人學

(講)給我聽的，他不給人影相。

聽眾：幾時？幾時？

羅公：什麼？

聽眾：幾時的事？

羅公：四個月前的事，他在那裏作法，作著作著法，他那隻手這樣，好像入了催眠狀

態那樣，那隻手在那裏震、震、震，震一輪之後，就再定了，定之後他對人

講：我剛才有很多鬼的靈魂碎了，要求我替它補，我用手替他們補回靈魂，其

中這麼多鬼中，有個姓鍾的，叫做鍾保羅，剛剛自殺的，跳樓自殺的，現在我

已經替他的靈魂補好了，那些人說他真了不起！連報紙都登了，怎樣了不起！

說他是「蓮生活佛」，真是有這樣的事！

聽眾：何解偏偏那些人信這些？

羅公：這樣才多人信。

聽眾：因為蠢人多？

羅公：在香港太平山望下來，蠢人多過聰明人的嘛！是嗎？是嗎？你去賭馬都是鋪草

皮的人多過掘草皮的人！肯定的。不知幾多人信他。是嗎？現在他又買大座樓

來起了佛廟，很多個這樣的人，這些才最得人信的。這個庚二就是依據「隨信

行」與「隨法行」來解釋什麼叫做「依法止觀」，什麼叫做「不依法止觀」。

現在庚一，對問正答先。「佛告慈氏菩薩曰」，於是釋迦佛就對彌勒菩薩這樣說

了：「善男子(啊)！」叫一聲他，印度人都是在對答之間稱呼人家做「善男子」的，

有人將「善男子」這個字，有人將「善男子」譯作「善知識」，「善知識」，有人譯

做「好朋友」，有人白話譯作「好朋友」，那些英國人就將它來譯作什麼？ son of

good family，英國人將它來這樣翻譯，那個 Edward Conze(1904-1979)將它來這

樣譯。佛說：善男子啊！叫一聲他，「若諸菩薩隨先所受所思法相，而於其義得奢摩

他、毘 舍那，名依法奢摩他、毘 舍那。」一句。「善男子鉢 鉢 (啊)！若諸菩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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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那些修行止觀的菩薩，「隨先所受所思法相，」這個「法相」就是當義理解，義

理，哲學、義理。

隨他，跟隨他，先、「先」者，即是在他修行止觀之前，在他修行止觀之前，

「所受」、「受」者，領受，曾聽聞，這個「受」是聽聞過，或者領受到，所思、

「思」是進一步，「受」只是聽聞，「思」是將它來消化了，他聽了那種經文之後，

將那些經文裏面的道理消化了，想過，「思」，「法相」、他所受的法相，所思的法

相、這個「法相」者，指義理，「而於其義」，「義」即義理，在那些法相的道理裏

面就去「得奢摩他、毘 舍那」，來修成功「奢摩他」，修成功「毘 舍那」的，鉢 鉢

「奢摩他」是止，「毘 舍那」就是觀，如果他是這樣修，就是「名依法奢摩他、毘鉢

舍那」了。就叫做「依法」的止觀了。鉢

「若諸菩薩不待所受所思法相，但依於他教誡教授，而於其義得奢摩他、毘 舍鉢

那，謂觀青瘀及膿爛等，或一切行皆是無常、或諸行苦、或一切法皆無有我、或復涅

槃畢竟寂靜。如是等類奢摩他、毘 舍那，名不依法鉢 (的)奢摩他、毘 舍那。」「若鉢

諸菩薩」，「若」即是如果，如果那些修行止觀的菩薩，「不待(所受)所思法相」，

他不需要，不需要等待，「所思」的，他的意識裏面所思惟過，所思想過的那些道

理，即是盲目的，是嗎？

「但依於他」，「他」即是指他的師父，或者他的師兄，或者他的朋友，他人，

「但依於他」，即是依靠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師父，他人，依他什麼？依他的教誡，

你要這樣，你坐的時候，你又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教誡你，「教授」，教你要怎樣

做，你要怎樣做，「教誡教授」，依據他人的教誡、教授，「而於其義得奢摩他、毘

舍那，」這個「義」就是指他所教你的那些東西，而依據他所教你的那些東西，你鉢

就修成了止觀，「得奢摩他、毘 舍那」。鉢

這樣他就舉例了，「謂觀青瘀及膿爛等」，例如有些小乘的人，他修學打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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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觀，他問師父怎樣修，那個師傅不教他讀書，也不教他讀經，又不講道理給他聽，

只是教他：你坐在這裏觀，觀什麼？觀青瘀，觀你自己將來會死的，或者觀一個人會

死的，死了之後，第一日就已經不會郁了，顏色變了。第二、三日就整個死屍青色

了，瘀了，青色、瘀色了。第四、五日就化膿了，爛了。這樣到最後，「等」就等什

麼？等到最後就生蟲了，臭不可聞(嗅)了，到最後那些死屍的水就流乾了，風吹雨

打，乾了之後就剩下一排白骨了，最後就只有一排白骨，那些叫做「不淨觀」。觀我

們的身體不淨，自己一死了固然是這樣，他人死了都是這樣。個個人死了都是這樣，

這樣即是說，我們有限的生命都是無可愛的，我們不要貪戀，這樣的。

這樣，這個就是不淨觀，好了，來到這裏你會問，然則修這個不淨觀一定是不依

法嗎？是不好的，是嗎？又不是，修不淨觀有兩種，觀青瘀與觀膿爛那些，有兩種不

同的觀法，一種是依法的觀，先明白人生的道理是怎樣的？人生如何是苦，是嗎？人

生是如何不淨？先才明白那個道理，然後才觀就叫做「依法止觀」，如果只是問師

傅，那個師傅說，你這樣就行了！閉上眼睛觀那具死屍就行了！這些就叫做「不依法

止觀」。聽不聽得明白？

同是一樣觀，可以「依法止觀」，又可以「不依法止觀」，他這裏講是引什麼？

不講義理，只是觀青瘀，觀膿爛這一種，這樣即是說，你們如果學打坐，學修止觀，

不止要求師傅教你們怎樣修，還要你的師父講給你聽，有什麼道理你要這樣修，要連

道理也要明白。然後你這樣才叫「隨法行」。如果你只是說師父教沒有錯了！這樣就

修，你仍然是迷信，仍然是半迷信，仍然是「隨信行」，不是「隨法行」。很多人就

不贊成這種講法的，我這種講法的，因為這樣講法，那些師傅就沒有了尊嚴，你是我

的徒弟，我這樣教你還不行？你信我不過嗎？是嗎？你要明白道理？師父自然有大批

道理的！那種師傅沒有用的，這種師傅，是嗎？你應該參第二個師傅，是嗎？拜師父

都不能迷，迷惘，不能迷信的。是嗎？那種師傅沒有用的。

「或一切行皆是無常」，有些人教你觀無常，佛家「三法印」，第一個叫做「諸

8



行無常」，即是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的，他其實教你觀一切法無常，你先要了解了無

常的道理，了解到透透徹徹之後，然後修行打坐的時候再觀的。但是現在世人很多是

這樣的，他收了徒弟教導之後，你觀啦！你坐在那裡觀什麼都是無常就可以了！如果

這樣即是「不依法止觀」了，是嗎？如果「依法止觀」就要解明白它何以叫做、何以

是無常的。又或者觀一切行，那個「行」字，那個「行」字讀(幸音)，那個「行」字

當有為法解，即是當現象界，現象界，phenomena，現象界，一切現象都是無常

的。同是一切現象是無常，在可以「隨信行」，又可以「隨法行」。

「或諸行苦」，佛家，佛家有所謂「三法印」，有一位叫做龍樹菩薩，龍樹菩薩

作了一套很重要的書籍，就叫做《大智度論》，《大智度論》裏面告訴給人聽，他

說：那些經是佛說，那些經不是佛說，我們應該有個標準來量度它，他用什麼來量度

呢？這個量度就叫做「法印」，「法」就是佛法，「印」就是印鑑，這本經是、這本

經或者這番說話是不是佛講的，就用這本「法」、「法」就是經，這本「經」是不是

佛講的，就用這個印鑑來印證，三個印鑑，合這三個印鑑的這本經，不理它是誰講

的，都當它是佛講的；如果與這三個法印是相違反的，或者有某一個法印與它是相違

反的，任它怎樣我們都不當它是佛講的，這樣，佛家即是以理為宗。

第一個就是「諸行無常」，「行」即是現象界，一切有為法、一切現象界一定是

整日變的，不會永恆的，「常」就是永恆，永恆的，如果有些經說有一種東西，這個

有為法會永恆的，這個一定不是佛說。第二是「諸法無我」，「法」的範圍比較

「行」就闊一些，「法」者，除了、「法」者就包括現象界，即是所有的那些

phenomena，所有現象，與「本體」，那個 reality，連那個宇宙本體都包括了，現

象界與本體加起來都叫做「法」，一切法都無那個「我」，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主人

翁的，沒有的，沒有那個主體的，那個「我」，那個「我」就是主宰，沒有的，一切

法。如果有些說有個「實我」的，這些一定不是佛說。說「諸行無常」就只是指有為

法，現象界，「諸法無我」即是指有為法，即現象界；與無為法，即是本體，都是無

我。「涅槃寂靜」這個只是指本體。「涅槃」者，我們修養修行到相當階段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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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本體，我自己的本體即是宇宙的本體，宇宙的本體顯現，那時的那種境界。

當那種宇宙的本體顯現，而我這個生命又融歸、融化歸於這個本體的時候，那時

就是生死輪迴，所謂「生死輪迴」，苦的生命就停息，那時就是宇宙即我，我即宇

宙，那時那種天地與我合一的那種狀態就叫做「涅槃」。nirv aāṇ ，梵文的 nirv aāṇ ，

涅槃，即是什麼？個人的小生命解脫，「涅槃」譯做「解脫」，解脫個人的小生命的

束縛，就叫做涅槃。當我們證到、體驗到涅槃的時候，苦的因我們不會再做了，寂靜

了，苦的果我們不會受了，亦寂靜了，苦因與苦果都寂靜了，涅槃是有的，這樣認

為，當我們證得涅槃的時候，我們苦的因與苦的果都寂靜了，這是第三個法印。

有些經書就加多一個的，叫做「四法印」，「有漏皆苦」，「漏」就指煩惱，指

貪、嗔、癡那類煩惱，「有漏」即凡是與貪、嗔、癡這些煩惱相結合的一定是苦的，

「有漏皆苦」，這樣，有漏就諸行裏面的一部分，「諸行」者，有些是無漏的諸行，

有些是有漏的諸行；有漏的諸行一定是苦的，他這裏就略了，「諸行苦」，就沒有寫

「有漏苦」，這本經，這樣我們就要了解它，這個「諸行」者，指有漏的諸行，這些

是學佛的人的基本的常識，什麼叫做「四法印」？什麼叫做「三法印」？這些是一定

要識的。那些學佛的人，初學時完全未識的時候，程度相當低的，最好就香港編的那

本，初中課本就最好了，陳芷君有一套，是嗎？這套最好的，如果有人叫你教他，這

套東西〔教〕完全不識的年青人，這套就是最好的，現在目前都找不到比較它更好

的。如果這套東西都讀過稍為中級些的，現在正在編的那一套更加好些。

那套叫做高中的佛學課本，編這個課程的時候，當時是我做主席，編著編著，未

編完我就移民過來了，那一套是經我們幾個人，整個 syllabus整得非常之妥當的，

就已經花了兩年幾三年功夫，經過很多人反對，又經過修改，然後才完成。完成之

後，現在已經，本來初時就叫我編那本教科書，即時依那個 syllabus來編教科書，

我就不得閒(沒空)，不得閒(沒空)，結果就四個人做編，一個就是出家人，師姑來

的，這個是英國博士來的，叫做釋永明，這個師姑在愛丁堡大學拿了博士回來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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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法我就說她不是很通的。

聽眾：博士？

羅公：博士也不是一定通的，這樣，一個釋永明，一個，釋永明不是我學生，是葉文

意的學生，其他三個都是我學生來的。一個叫做李樹榮，一個叫做莫炳昌。整

個佛法能夠概括的就是《解深密經》，你們看，我們再看回去，「或一切行皆

是無常」，有些師傅教你，你靜坐，觀什麼都是無常就行了。如果這樣教就仍

然是「隨信行」而已，如果他解通那個道理給你知道，或者你甚至沒有師傅都

好，你自己看書，看到那個道理，你去修，都是「隨法行」，或者師傅教你觀

諸行苦，諸行苦，何解諸行苦？江漢林！何解叫做「諸行苦」？明不明白？明

不明白諸行苦？一切有為法？它這裡是指有漏的有為法。

聽眾：那些煩惱。

羅公：是，有煩惱的，凡有煩惱的一定有苦的。有為法即是現象界，現象不是一定

苦，但是現象界之中與煩惱，與貪、嗔、癡相結合的，一定是苦的，「或諸行

苦、或一切法皆無有我」，有些師傅教你，你觀無我就行了，他不講，他不解

給你聽為何無我，如果他先明白無我的道理然後才修，就叫做「隨法行」了，

但是如果盲目的，師父教落的就這樣修，這些就叫做「隨信行」了。

我講一件笑話你們知，一件故事，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那個

人，叫做陳那菩薩，大家知道，佛教講因明的，這個因明家，改革因明的陳那菩薩，

陳那菩薩他最初在小乘處出家，在小乘出家，那個師傅教他，小乘之中有一派叫做犢

子部(v ts putr ya)ā ī ī ，這一派叫做犢子部，這一派很特色的，它認為，佛教本來講「無

我」的，這一派說，佛教、佛不是主張「無我」，佛就主張無這個普通主宰的「我」

而已，真的「我」是有的，假的「我」是沒有的，它主張佛主張「無我」是無「假

我」而已，不是無那個「真我」，「真我」都無，是誰去修行？有「真我」的。那個

「真我」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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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真我」是這樣的，看又看不到，摸又摸不到，用我們的感官去接觸也接觸

不到，無形無象，超過時間，尋它的起點找不到的，尋它的終點是怎樣也找不到的，

因為它是超過時間的，它是大還是小的？既然是無形無相的就無所謂大、小，是超過

空間的，這樣這個叫做「真我」，佛教的無我是沒有那個個人的「靈魂我」而已，這

個「真我」是有的。其實你不要說它不對，我們以前就罵它，這個「真我」不即是真

如來的？是嗎？未必全然不對。不過你知道佛教徒，那些宗派的見解很重要的！所以

就一定要打擊它。不過他們講得不是很好，說有個「真我」，剛好就是與這個三法印

違反了，就不是很好，你何必叫做「真我」呢？

「真如」那樣就好囉！是嗎？他陳那就出家，拜一位犢子部大師做師傅，他學修

止觀，學打坐，學靜坐。那個師傅教他，叫他什麼？即是你們現在參禪就是這個辦法

了，什麼都不用讀的，不要讀經，不用的，你坐，坐在那裡找尋那個「真我」，你

找，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摸又摸不到，接觸也接觸不到，超過時間、超過

空間，有一個這樣的真我，你找吧！找得到你就大徹大悟了！你就會成佛了！即是禪

宗那一套。

現在禪宗的人就說，我現在打禪七，如何如何就會大徹大悟了，他們不知到人家

幾千年前，不是！千幾年前在這種印度已經流行到給人鬧笑話了！陳那就聽師傅講，

那個師傅說：你回去吧！照這樣修你自然就有結果了。於是陳那，陳那很聰明的，他

知道師父這樣教法，師父一定不對，但是幾百徒弟個個都這樣修，即是現在打禪七那

樣，個個都這樣修，去找那個「真我」。怎樣呢？印度師父與徒弟的那個〔尊卑〕很

緊要的！在印度徒弟絕對不能批評師傅的！不止密宗是如此，顯教也是，徒弟萬不能

批評師傅的，不能說師傅不對的。你可以走人，離開，但是你說師傅不對就不行，印

度人。他不敢說師傅不對，但是幾百人都依師傅這樣修，他可憐那些人蠢才，於是陳

那不止日頭修，夜晚都修，夜晚他點了很多燈，夜晚在那些寺門不准點燈的！

他夜晚在他睡覺那裏的地方就點了四圍都是燈， 圈氹氹 (環繞)點滿了燈，就坐在

那裏，坐在那裏，不止坐在那裏，還左望右望，又望上又望下，到處找，那些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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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他這樣，為何這樣怪，問他做什麼？他說，我找真我嘛！你為何這樣找？師傅叫我

這樣找，我就找。為什麼你點燈？他說，不點燈不夠光，哪裏找得到？我現在正在找

嘛！現在大家一齊去找，找那個「真我」吧！那些徒弟，那些師兄弟見他這樣搞法，

即刻走去報告師傅：喂！那個陳那這樣搞法！整個晚夜點燈來四圍東張西望去要找

「真我」。

那個師傅於是叫他來，問他：陳那，你做什麼傢伙？你點滿燈四圍望，你做什

麼？我聽師傅教訓，師傅叫我找「真我」，坐在那裡閉上眼睛找不到的，我就睜開眼

找，夜晚看不清楚，我就要點燈，我現在找「真我」，我聽師傅教訓，不過總是找不

到。那個師傅說：豈有此理！你明明時 景攞 (搗亂)！走！趕他走。將陳那趕走了。陳

那樂得他趕他走。趕他走，他就走去世親菩薩那裏，跟世親菩薩學因明，學唯識，這

樣就成為一個唯識家。這個陳那，他的師傅就這樣教弟子。那些「隨信行」，一切行

皆無有我。「或復涅槃畢竟」，「畢竟」即是究竟，「畢竟」兩個字即是英文的

finally，「寂靜」。「如是等類奢摩他、毘 舍那」，諸如此類這種這樣的止觀，這鉢

種止觀就「名不依法奢摩他、毘 舍那。」就叫做「不依法鉢 (的)奢摩他、毘 舍那」鉢

了。聽不聽得明白？你呢？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第一段，戊一了，是嗎？不是！庚一，是嗎？庚二，約信法行來解釋，釋

這個「依」與「不依」。你看，「由依止法得奢摩他、毘 舍那，故我施設隨法行菩鉢

薩，是利根性；由不依法得奢摩他、毘 舍那，故我施設隨信行菩薩，是鈍根性。」鉢

他本來就說了兩種止觀了，是嗎？他這個是畫龍點睛了，那些修行「依法止觀」的，

這些是「利根」的菩薩，那些修行「不依法止觀」的，那些是蠢人，那些是鈍根的菩

薩，「由依止」，「依止」即是依據，由於依據法，「法」即是義理，道理、經論裏

面的道理，由於依據那些道理去修止與修觀的，那種人好的，故此「我施設」，這

「施設」兩個字就當「說」，「話」，我說佛經裏面「施設」兩個字就當說話解的，

所以我說，我說這種叫做「隨法行菩薩」，這種「隨法行菩薩」是利根的菩薩，不是

鈍根的，是聰明的、利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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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依法得奢摩他、毘 舍那」，由於有一種人，他不依據義理，只是依據他鉢

的師傅與他人的教授、教誡去修止與修觀的，這種人是蠢的，「故我施設」，所以我

說，我說他什麼？所以我說，我說他這種叫做「隨信行菩薩」，這種「隨信行菩薩」

是「鈍根」的。修觀要先了解道理然後去修，就不要盲信，不要迷信，你這樣修就可

以了。於是就有一個問題了，樣樣都要依法，譬如那些密宗，叫你唸一下「六字大明

咒」，你說會有效的，會好的，這個是怎樣的？你不明白那個法的，是嗎？

其實都有兩種，學密宗的人有兩種，一種叫做依法而去學的，一種就不依法而去

學的，依法而去學是怎樣？了解佛教的道理，顯教的道理都了解，然後進一步去修密

宗，這些就是依法。如果盲灑灑(糊塗)的，嘿！密宗就是最上了！即身成佛就走去受

灌頂就修了，這些叫做不依法，這些正式是鈍胎來的，這些鈍根！不依法，同是密

宗，是嗎？就是因為這樣，在西藏，在西藏，從前紅教，那些舊教，西藏密宗的舊教

發生很多流弊，人人都以為密宗了不起，統統不講義理，整日玩神通，很有神通的，

那些盲修的那些很容易得神通的，結果就搞到風氣壞到極，然後那個宗喀巴覺得那這

樣搞法，不止這個社會很危險，佛教也跟著會滅亡，於是就創立了新的教派，所謂黃

教，著黃衣，戴黃帽，穿黃衣，黃教，黃教他要你先學顯教，顯教通了，然後才准你

學密宗，你說，我顯教雖然未很通，我都想找個咒來念一下可以嗎？

可以！結緣灌頂，找個密宗師傅與你結緣，教你念咒，你不念也無礙，念亦不會

特別好得幾多，教你念幾個咒，結一下緣，如果你真正學密宗，就要十二年後，學顯

教十二年，你想說我現在做密宗師傅，修密宗，整套密宗接受的，先讀十二年顯教，

讀十二年顯教，經過考試及格，然後才准你正式學密宗師傅的黃教，要這樣的。所以

黃教三百幾年都沒有什麼弊端，直至到現在達賴都沒有什麼弊端。達賴現在拿諾貝爾

獎了，這是黃教的師傅。又聰明。他說明以後沒有達賴了，沒有了，他死了之後就沒

有達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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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不傳。

羅公：他宣布了，他不傳了。

聽眾：何解不傳？

羅公：他說，他自己講的，他說 no more Dalai，再無達賴了。他說，我不傳了。他

都認為轉生，那些活佛轉生很多流弊，凡事初期都會很好的，漸漸地就有流弊

了。未有達賴之前，早就有很多修密宗的人臨死先講下，我會去那裏出世，你

去找我，捧我回來，曾經有這些事的。這樣，相傳宗喀巴是這樣，宗喀巴臨死

的時候，他恐怕那些弟子會爭那個主教的地位，他就吩咐他的他兩個大弟子，

你兩個都是轉生，第一個轉生，第一個先死，第二個就去找他，這樣是好的，

一個班禪，一個達賴，達賴先死，班禪就帶著一班人去找達賴的細路哥出來，

到了班禪死了，達賴又帶人去找回那個新班禪出來，這樣他兩個去找，如果兩

個都是真的就好了！兩個都是，是嗎？初時找到的幾代都是好的，但是幾代之

後就麻煩了，怎樣麻煩呢？兩個，達賴與班禪爭起上來，爭起來，到班禪做的

時候，班禪又想攬大權，到達賴，這個新達賴起，長大起來的時候，他又對付

舊班禪了，人就會這樣的，即是一檔生意都是會這樣，都是有這些東西的。聽

眾：難道他到時不會六道輪迴嗎？他一世都做好事嗎？

羅公：他可以控制，一個人，你都可以控制到的，你持戒就可以控制到了，是嗎？他

持戒、修定就得了。持戒、修定就得了。

聽眾：即是持戒、修定就可以保證世世都保證他可以做心目中想做的？

羅公：持戒。他這樣，持戒可以一定保持人身的。修定修得好還可以知道死後的去

向。

聽眾：但是你保持人身，未必能夠保持到再做回那個喇嘛的嘛！

羅公：得，他修這個做喇嘛的業就可以了。可以的，然後他發願，有願力就得了，我

做這麼多功德，以這些功德來迴向我再做回喇嘛。

聽眾：如果我們發願可以嗎？

羅公：可以，何解不行？可以的！為何不行？可以的！可以！很多都可以的。我講一

件故事你聽，我有個朋友，這個你就姑妄聽之，王亭之，他叫做王亭之，他叫

做王亭之，早時候經過岳飛廟，就去看看秦檜的像，就〔看到秦澗泉(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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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這首詩，其中兩句：「人從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都慚愧姓秦

了。都是不行的，但你說不行，豈不是那些寺門就沒有了生意？餓死很多人。

聽眾：有時都不是說沒有，看看替你做功德的人的修持是怎樣。

羅公：就是說有一個怎樣？

從前有個大德，中國的大德，第一流的大德就是印光法師，印光法師有一件這樣

的故事，上海有個有錢人，那些大買辦之類，不知幾多錢的，整天去供養印光法師

的，他家裏死了人，死了父母，他走去找印光法師，他說，我很希望(能夠)請法師你

能夠替我的先人拈一拈香，念幾句佛，這樣相信就一定可以超度了。印光法師說，不

用，何須我去超度？你念超度更好！好過我，你是他的子弟嘛！你超度的功效才大，

我如何比你大？你自己去就可以了，印光法師有回這樣的事，是這樣的。所以那些有

錢人請人叮叮噹噹，沒有用，最好你自己念一下，甚至自己念一篇《心經》都好過花

幾萬元去請人做功德。明緣法總別門。「法」者，指什麼？「依法止觀」的那些法

了。那些經論裏面的道理了。「緣」就是觀，觀那些法有總、有別，「種」就是怎樣

呢？

舉例，譬如你只是唸《心經》的，將《心經》那部分，將《心經》那種道理，你

坐在那裏靜坐時將它一連串，好像念《心經》一路解、一路解來觀，就叫做「別

法」，只是《心經》而已，《大般若經》裏面怎樣講你就不知道了。是嗎？《阿彌陀

經》裡面怎樣講你更加不知，是嗎？《解深密經》裡面怎樣講你更加不知了。「別

法」，「別」者，那個「別」字即是 particular，一個個別、特別的法。這樣個別的

法，一本經有「別法」，還有「別法」之中還有些，只是一本經裏面的一點，譬如你

念《心經》裡面，「五蘊皆空」一句就是更加「別」中又「別」，是嗎？

「緣別法」，在心裏面觀「別法」，即是一本經或者一段經、或者一句話來一味

去參它，如果照這樣，禪宗那些一句去參，都是「緣別法」的，「緣別法」；第二種

是「緣總法」，「總法」是怎樣？不只是一本《心經》的，凡是講空的道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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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經》你都讀過，所有你都了解，撇開那些經，把那個般若的道理，譬如「諸法

皆空」這種道理，不要經的，只是這種道理，你自己在意識裏面將它貫通來想，那些

叫做「緣總法」，明不明白？「緣總法」就是消化了那些經，就取它的原理去觀，就

不是念經那樣觀的，「緣總法」。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這本經它贊成人家「緣總法」，不贊成「緣別法」。不過你這樣，我們初

學要先學「別法」然後才能「緣總法」的，你不要說《解深密經》整天叫人「緣總

法」，我們不用一本本經讀，這樣也不行的，他即是告訴你，單是「緣別法」去修止

觀，你不會見道的，直情這樣說，你想見道就除了「別法」、「緣別法」之外還要

「緣總法」，「總」到怎樣？「總」到怎樣？離開文字的！只觀真如的，最「總」

的，最高的「總法」，這樣然後才可以見道的。即是今天所講的第一個階段就是什

麼？一種修止觀，一種叫做「依法止觀」，一種叫做「不依法止觀」，我們應該捨棄

那些「不依法止觀」，要取那些「依法止觀」。一種。同是「依法止觀」，都有觀

「總法」、有觀「別法」的，即是「依法止觀」裏面有分「總法」、「別法」的。他

告訴你，一味觀「別法」你不能夠見道的，你想見道一定要觀「總法」的。即是他好

像逐層剝下去那樣說明。

「緣」即是我們修觀的時候，就觀這個法的時候就有「總」、有「別」兩門。問

了，一問一答。「慈氏彌勒菩薩復白佛言」，彌勒菩薩又問這個佛了，怎樣問呢「世

尊(啊)！如說緣別法奢摩他、毘 舍那，復說緣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這裡一鉢 鉢

句。「如」，「如」者，依照，你佛說，依照你佛這樣說，你說有些叫做「緣別

法」，觀某一部分的經，或者某一部分的道理，譬如我只觀「五蘊皆空」，我不觀

「十二處空」，不觀「十八界空」的，等等。

譬如你只觀唯識，整日觀來觀去觀這個「第八識」，對於「空」的道理你又不觀

的，這些叫做「緣(觀)別法」的止觀，「復說」，「復」即是又，你佛又說，有些叫

做「緣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把那些貫通各經的那種道理、那些總道理去修「奢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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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他、毘 舍那」的，兩種都是你佛講的，「云何名為緣別法奢摩他、毘 舍那？云鉢 鉢

何復名緣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呢？ 這句不用解了？識解了。下面佛就答了，又鉢

分兩段，庚一、庚二，庚一，「緣別法」，觀「別法」去修止觀，然後庚二是解釋

「緣總法」去修止觀。

你看，「佛告慈氏菩薩曰」，釋迦佛對彌勒菩薩這樣說：「善男子(啊)！」叫一

聲他，「若諸菩薩緣於各別契經等法，於如所受所思惟(的)法，修奢摩他、毘 舍鉢

那，是名緣別法(的)奢摩他、毘 舍那。」「善男子鉢 (啊)！」如果一個修止觀的菩

薩，「緣於各別契經等法，」「緣」即是觀，當他靜坐的時候觀，觀各別，即是某一

本，或者某一段，或者裡面某一點，各別的契經，「等」就「等」什麼？「十二分

教」，第一個契經、應頌，「十二分教」的任何一本，一種，依住他那本經或者某一

點來觀，「於如所受所思惟法」，你「如」，「如」即是依照，依照你所聽聞的，

「所受」即是你所看過的，你所聽過的，或者所「思惟」過的，「所受」即是聽過，

你聽過之後，你所得的智慧就叫做什麼「慧」？什麼智慧？

聽眾：聞所成慧。

羅公：聞所成慧了，是嗎？

「所思惟法」，即是不止聽過的，而且思惟過的，你的「思所成慧」，還未得

「修所成慧」的，你依據「聞所成慧」與「思所成慧」去修，修止觀，修「奢摩他

(與)毘 舍那」，如果你這樣修，你就會怎樣？「是名緣別法鉢 (的)奢摩他、毘 舍鉢

那」了。「是」即是這，「是名」即是這就叫做，這就叫做「緣別法(的)奢摩他、毘

舍那」了。他來到這裏，你想一下，我們的智慧有三級，第一級叫做「聞慧」，聞鉢

所成的「慧」，是最淺，是嗎？第二級是消化了的，「思所成慧」，貫通了的，「聞

所成慧」一定要一句一句的，是嗎？「思所成慧」就可以撇開一下。最後就要怎樣？

最高級的「修所成慧」，把經卷都撇開的，修止觀時在意識裏面反反覆覆將這種道理

來思惟，反覆思惟，思惟到純熟的時候，覺得真是如此的，很貼切的那樣，那時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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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到的那種就叫做「修所成慧」，即是修定所得到的，他這裡只是講「聞所成

慧」、「思所成慧」，就沒有講「修所成慧」，是嗎？

好了，這件事就是由於這句經就產生了兩派老師的見解了，兩派法師的見解。第

一種見解，他說「緣別法」最多得「思所成慧」而已，無「修所成慧」的。有些法師

就這樣解。如果有，何解釋迦佛不講？釋迦佛不講即是無了！有人這樣解。但第二派

就說不是，都有「修所成慧」，不過他的「修所成慧」就狹窄一些，不是沒有，講明

「修奢摩他、毘 舍那」，那個「修」字在下面嘛！何解沒有？但是那些反駁的就說鉢

這個「修」不是那個「修所成慧」的「修」，另外一種講法的。這樣就兩派法師在那

裏拗撬，其實就不用拗的，既然有個「修」即是有「修所成慧」了。是嗎？「所受」

是聞，他都沒有說明是「聞所成慧」嘛！「所思」他都沒有說是「思所成慧」嘛！

下面那個明明是「修」字，你都說它不是「修所成慧」？這樣講法未免勉強了

些，是嗎？應該就是什麼？有「修所成慧」的。不論你「修所成慧」如何好都是假

的，你始終是什麼？「緣別法」的止觀，「緣別法止觀」是不能見道的。庚二了，就

解「緣總法」了，這個最緊要，將來你們如果是要見道就在這裏了。就在「緣總法奢

摩他、毘 舍那」的。「緣總法」的止觀，分兩段，辛一、辛二。辛一，釋，解釋鉢

「緣總法」的止觀，什麼叫做「緣總法」的止觀。然後辛二。

聽眾：我們沒有。

羅公：未有。

聽眾：只是的辛一、壬一。壬一、壬二。

羅公：解釋什麼叫做「緣總法」。然後辛二就結、結。

解釋裏面分三段，壬一、壬二、壬三。壬一是攝別為總作意思惟，「別」就是各

本經，你不只看一本經，看了很多本經，「攝」即是「攝收」，把你、把你所看過的

各本別別的經，將它們的道理總括起來，「攝別為總」，「作意思惟」，在定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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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識不識解？「攝別為總作意思惟」，聽不聽得明白？「作意思惟」。然後壬二，

思惟的時候又怎樣思惟法？壬二，釋思惟相，解釋思惟的時候的狀態。壬三，我未寫

壬三給你們，我是結了一個小結的，現在你看看，壬一，攝別為總作意思惟，即是

說，當你靜坐的時候，把你看到的不止一本經，把你所經過各本經的道理，擺脫一本

本經，只是將道理拿出來，即是怎樣？把道理抽出來，「攝」即是抽它出來，抽各別

經的道理抽出來，就成為一個總的道理，在這裏作意、留心，去想，去觀。好了，你

看，「若諸菩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集為一團、一積、一分」，這個分字讀「分」

(份)，「一聚，作意思惟」。你留意下面這個留破折號，一條線(——)這個號，因為

它這裏未到一個完整的句的，但是他講這裏的意思就已經講完了，講到這裏忽然間轉

一轉的，我就這樣解釋，它用一個破折號，但是又有人這樣解釋的，「作意思惟」那

個字就一個 comma(逗號)，「作意思惟」，「思惟」什麼？思惟下面那些東西，有

人這樣解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解沒有那麼好，我就將它來改變了，〔用了〕這個破折號下去。

這一句東西我就與很多人討論過應該用什麼符號的，有人主張「作意思惟」一個 full

stop，一個圈(句號)，有人主張，有人主張一個 comma(逗號)，如果古人，唐朝的

圓測法師就主張用這個 comma(逗號)，「作意思惟」，「思惟」什麼？下面，思惟

此法、「此一切法，隨順真如」，等等，這裡一個 comma，這樣我想來想去，很多

年都未能決定到的。這次我回到香港，剛好又講到這裏，講到這裏，謝覺生你的朋友

譚博文就與我辯論，說應該用 comma〔還是〕應該用 full stop？

大家正在討論，譚博文這個人他就很多見解的。誰知那天晚上我大概吃了燥熱的

東西，就發夢，發夢就見到一位老人家，那位老人家就是我的朋友，後來出了家做了

和尚的，叫做融熙法師，不知何解，我時時都發夢與融熙法師傾偈(聊天)的，那天晚

上我大概想得多，又與他們那班人去飲茶，還飲了一杯咖啡，睡覺的時候大概睡得燥

熱，發夢就見到融熙法師，與他在花園裏面傾偈(聊天)，他一與我傾偈(聊天)他就喜

歡棟高隻腳的，坐在那裡就棟高隻腳，攬住個膝頭那樣，他喜歡這樣的，那天晚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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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他棟起隻腳，攬住那個膝頭就與我聊天，我就對他講，我說，我將這一段經：

「若諸菩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集為一團、一積、一分、一聚作意思惟」，下面應

該是用應該用 comma呢？抑或應該用一個圈(句號)呢？我說：我就想來想去都想不

通，各有道理。那個融熙法師就說：兩個都不對！我問：怎樣兩個都不對？他說：未

講完的嘛！「作意思惟」，「思惟」什麼呢？「思惟」些什麼呢？其意未盡的！所以

你整個 full stop、整個圈(句號)下去是不對的！但是你說，「作意思惟」，下面都

「思惟」了，下面突然間又「此一切法，隨順真如」等等，又好像另外起那樣的！文

勢就好似另外起那樣的！都不對！一撇(，)都不對！兩種都不對。怎樣才對？嘿！他

說：作文章作到這麼上下會突然間轉變的！啊！我想，是呀！突然間一個破折號就是

了！突然間轉變，是嗎？一條線(——)，這個破折號是了！想一想，是呀！我說，然

則拉一條線(——)，破折號就對了？他說：是呀！這樣就對了嘛！那個融熙法師就

說。我說：對！對！對！之後我就醒了，醒來，於是，我告訴你們我發夢而已！因為

飲了咖啡，你不要當、你不要當真東西！即是有些這樣的事。

我解釋這句，「若諸菩薩」，如果那個修止觀的菩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

他就，「即」即是就，「緣」就是觀，觀一切你所看過的那些經，三藏十二部經等的

法的義理，將各本經的義理，不要逐本來，將它「集為一團」，擺脫了文字，「集為

一團」，「一積」，「一積」即是一堆，「一分、一聚」都是一樣解，即是印度人就

很長氣的，「一團、一積、一分、一聚」，即是集為一堆，就在那個「堆」裏面就作

意思惟，留心去想它。這樣就想了！有什麼好處？想有好處的！即刻就轉一轉變，思

惟的時候，那種思惟成怎樣呢？下面思惟它什麼？我儘管讀一讀它：此法、「此一切

法，隨順真如」，叫你想不是白想的，「此一切法」，這種道理你將它來想，就「隨

順真如」的，慢慢有機會，當你是資糧位的時候，你沒有辦法證到真如，你就要隨順

那個真如，當你到「加行位」的時候，你會「趣向真如」，將要證到真如了！

當你見道的時候就「臨入真如」，真正證到真如了。一切法不只得真如，「隨順

菩提」，你在資糧位的時候是「隨順」這個菩提的正覺的，又隨，在資糧位以後其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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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令你「隨順(得)涅槃」的！「隨順轉依」；「轉依」即是佛果，會令到你隨順佛果

的，「及趣向彼」，如果你在「加行位」的時候，你就會趣向菩提，趣向涅槃，趣向

轉依的。「及(若)臨入彼」，當你成佛的時候，當你見了道之後就會怎樣？「臨入」

菩提、「臨入」涅槃、「臨入」轉依的，這些一切法是這樣好的。就來一個破折號，

突然間轉一轉，講一講。我說，啊！這個夢非常之有價值，這個夢想來想去想什麼？

是這樣解好像很順那樣，用那個破折號。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裏，沒有講義，這一句

我再重新解釋，我現在解到「集為一團、一積、一分、一聚，作意思惟」。那個破折

號下面那些就將來再解釋。

聽眾：90年 3月 11日。

羅公：56 頁，戊二那裡再讀一讀它，「明緣法總別門」。

「明」就是說明，那個「明」字佛家即是解說、解釋那樣解的。「緣法」，

「緣」者，即是我們修止觀時去觀就叫做「緣」，「法」就是經教裏面的那些道理，

我們觀那些法的時候，是有「總觀」、有「別觀」，是嗎？「總觀」即是將我們所知

的東西總合來觀察，即是觀的時候 generally那樣觀，「別觀」就是各別的觀，即是

將一部分去觀察，即是 particularly，緣，我們觀那些「法」的時候，有「總觀」有

「別觀」，這一大段就是講這些東西的，怎樣叫做「總觀」？怎樣叫做「別觀」？

現在一問一答，己一，問：「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彌勒菩薩又對釋迦佛這樣

問。「世尊！」叫一聲他，「如說緣別法奢摩他、毘 舍那，」「如」即是依照，依鉢

照，依照你所講，你認為修止觀有兩種，「奢摩他、毘 舍那」就譯做止觀，你說有鉢

些叫做「緣別法」的止觀，即是觀那些某一種特殊的義理的那些止觀，「復說緣(大)

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復」即是又，你釋迦佛又講，說有些止觀是「緣總法」鉢

的，將所有的那些東西總合到一起觀的，「總法」的止觀，「奢摩他、毘 舍那」即鉢

是止觀，你釋迦佛就這樣講。「云何名為緣別法(小總法的)奢摩他、毘 舍那」？鉢

「云何」，即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緣別法(小總法的)奢摩他、毘 舍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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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即是觀一部分的道理呢？

「云何(復)名緣(大)總法(的)奢摩他、毘 舍那？」這個「云何」即是為什麼？為鉢

什麼又有些叫做「緣(大)總法」的止觀呢？下文就是釋迦牟尼佛答，裏面分兩段，第

一段是庚一，答「緣別法」，然後庚二就解釋「緣總法」。現在先講完「別法」，

「佛告慈氏菩薩曰」，於是釋迦佛就對「慈氏菩薩」，即是彌勒佛、彌勒菩薩，他對

彌勒菩薩這樣說：「善男子！」叫一聲他，「若諸菩薩緣於各別契經等法，於如…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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