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名緣別法奢摩他、毘 舍那。」這是怎樣講呢？「若諸菩薩」，如果那些修鉢

行止觀的人，那些菩薩，於各別、「緣於各別契經等法，」怎樣叫做「各別契經」

呢？經有很多種的，是嗎？有些是什麼？譬如我們讀的經，有些叫做《阿含經》，是

嗎？有些叫做《增一阿含經》；有些叫做《中阿含經》；又有些叫做《金剛經》；有

些叫做《法華經》，這些都是契經。各別的，即是單獨某一本的。即是不是通，即是

不是總合的，一本特定的。「等」，契經，佛經裏面的體裁就有十二類的，契經不過

是其中之一類而已。除了契經之外還有一些戒律，那些頌，那些、那些歌頌等等，很

多東西的，契經等，「契經等法」，這個「法」字是指什麼？

經裏面所講的那些道理，就叫做「契經等法」，這樣即是說，一個修止觀的人，

當他打坐的時候，就將某一本經裏面所講的道理，那些道理之中有些只是講一部、有

些只是講「五蘊」的亦有，有些只是講「十二處」的也有，有些只是講「四念住」的

亦有，各種，即是一種特定的東西，各別的，即是什麼？英文的 certain，某一種

的，等，裏面的道理，「於如所受所思惟法」，讀了那本經了，「於如所受」，

「如」即是依照，你觀的時候，就依照你「所受」，「所受」者，你所聽過的、或者

你所看過的、你所接受的，受就很敷淺而已，聽到、接受而已，進一步就「所思

惟」，不只是聽過。不只一句一句了解，我們還思惟，將它來消化它，「所思惟」，

依照我們所接受、所思惟的「法」，「法」即是那種道理，這樣修「修奢摩他、毘鉢

舍那」，我們打坐的時候，就是在那裏將那種道理來想，觀了，觀察一下。

所以即是大家應該知道，佛家的打坐就即是修止觀，不是只是坐的，是思惟的，

尋思那個真理的，不是說一味坐在那裏，好像枯坐那樣，這樣枯坐一萬年都無用的。

你想見道就一定要尋思的，要思惟，思惟，思惟什麼？思惟就是英文的 thinking，

想的，思惟，思惟法。這樣就在那裏依據這樣來修止觀，「修奢摩他、毘 舍那」，鉢

「是名緣別法奢摩他、毘 舍那」。「是」就是這，「名」就叫做，這種這樣的修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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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叫做依據某一種特定的「法」來到修止觀了。這樣，講到這裏，這句你了解

了。

要提醒大家的是「緣別法」來到修止觀，你就永遠不能見道的，你想見道就一定

要「緣總法」修止觀，緣別法修止觀只是給那些程度很淺的人，死念實一本經，這本

經以外的道理他就什麼都不懂的，那些人用的。真真正正修，想見道的，一定要「緣

總法」的。「緣總法」，觀那些「總法」。下面解了，庚二，釋緣總法。解釋如何叫

做「緣總法」，觀那些「總法」的止觀了。裏面分兩段，第一段就解釋，解釋怎樣叫

做「緣總法」的止觀。然後即是辛一，釋了。辛二，即是第二段，是結，結尾，將它

來結束了這一段文。

現在我們就看辛一，釋，釋裏面分三段，壬一、壬二、壬三。壬一，攝別為總作

意思惟。他教你，「攝」就是總括，總括；「別」，一個別的道理，把各別、各本經

裏面相同的道理總括起來，「作意思惟」，就起念來去想。「作意」即是說，這個

「作意」你當它修定解，在定中裏面來想。即是說什麼？你修觀五蘊的時候，並非只

是《心經》裏面講「五蘊皆空」，「五蘊觀」，亦在《大般若經》裏面所講的「五

蘊」，集到一齊，又把其他各本經凡有講「五蘊」的都總合一齊，總之你讀過的那些

經全部總合來觀「五蘊」。當你觀的時候，就不只是依住某本經的文字，而是將那種

道理總合在那裏觀，這樣就叫做「總法觀」，「觀總法」。現在很多人念經一味念實

一本的，是嗎？他說，真正修行，真正修止觀的不是這樣的。把各本經相同的道理總

括起來觀，觀的時候還撇離了那些經文，只是觀那個道理。

這樣，「攝別」，「攝」者即是抽、抽、抽取各別本經相同的道理，把它抽到一

起，成為一個總合的道理，然後就在定中來觀它，想了，這樣想法有什麼好處？下面

壬二，釋思惟相，想的時候怎樣想法？想的時候有什麼好處？講給你聽，想就要這樣

想法，這個想法有好處的，講給你聽。然後壬三，就是今天的。五十七頁第三行，壬

三，結束這一段文，結束這樣修，修止觀是這樣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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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完全是我 analyze它，將那些字

加下去而已！經文沒有這些字的。是嗎？你如果當我寫的是經就搞不定的。是嗎？為

總作意，「作意」者，即是當修定解，在定裏面起念頭，起思惟。「若諸菩薩，即緣

一切契經等法，集為一團、一積」，廿字頭，一個積累的積，「一積、一分」，那個

「分」字讀份音，「一聚，作意思惟」，這樣就叫做「攝別為總」了。「若諸菩薩」

那些菩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不止一本契經，所有你所讀過的契經等，只要它

所講的道理是相同的，就全部集合起來，「集為一團」。

譬如你觀「五蘊皆空」，《心經》裏面講「五蘊皆空」你又集在這裏；《大般若

經》裏面〔講的〕又集在這裏；其他每本經講「五蘊皆空」的你都集在這裏。「集為

一團」。「一團」即是「一積」，不過印度人講話就很喜歡重複的，「一團」、「一

積」，譬如說好多，我們又要說多多，這樣之類，譬如我們關門，又要說什麼？講關

門閉戶。講多幾句而已，我們不用理它。「集(它)為一團、一積、一分、一聚」，這

樣來到在定中「作意(來)思惟」，「思惟」即是修觀了。如果你這樣觀就好像參禪那

樣參法了。這樣就叫做什麼？「攝別為總」了，這樣就叫做總、「緣總法」的止觀

了。這個「緣總法」的止觀怎樣「緣」法？然則這樣的想法有什麼好處？下面講給你

聽。

壬二，釋思惟相，「相」就是狀況，情況，當我們思惟的時候，怎樣的情況去思

惟，思惟的時候有什麼好處出現？釋思惟相。這樣，這裏的就有兩種不同的解釋的，

這幾句，釋思惟相。第一種解釋就是這樣，第一種解釋就是我的解釋，第二種解釋我

就講古人的解釋。現在先講我的解釋，釋思惟相分開兩段，第一，癸一、癸二，思惟

教有三勝用，我就要想，想什麼呢？想依住這個教，「教」即是 teaching，依著佛

教我們的東西、教訓，這個「教」字不是當宗教解的，當 teaching，教訓，依據佛

的教訓，即是那些經了，我們思惟那些經的時候，會有三種很優勝的作用的，會產生

三種優勝的作用的。然後癸二就講了，57頁，癸二，思惟教宣說善法。我們要這

樣，我們想，想思惟即是觀，觀那些「教」裏面的道理，就宣說善法，這些道理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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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就等於聽佛宣說很多善法了，不用親自去聽佛

講怎麼多東西的。好了，現在癸一，思惟教有三種勝用，想什麼呢？「此一切法」，

這些經裏面所講的道理，如果我們依著它修觀就會怎樣？「隨順真如，趣向真如，臨

入真如」，會怎樣？

那個時候，那個時候我們未曾發大菩提心之前，我們不必理會它，如果我們有善

根的話，我們有機會，我們就會發這個大菩提心，當我們由發菩提心的那一秒鐘起，

我們就叫做「菩薩」，那些菩薩就分做很多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菩薩，當階段解，資

糧的階段，「資」，那個「資」字怎樣？「資」字當「益」字解，「糧」就糧食，好

像我們，我們修行就好像去作長途旅行一樣，距離那個目的地就很遠的，當我們未作

長途旅行之前，未曾起步，我們先要積聚很多那些糧食，「資」就是「益」，有益身

心的糧食，如果你不辦好那些有益身心的糧食，你就貿貿然走去出發，去旅行，有些

地方會餓死你都有之的，長途旅行，當然你由多倫多去溫哥華這樣簡單就不會，譬如

你經過那些南極、北極那麼遠，去喜馬拉雅山頂去旅行，你如果不備辦那些資糧，你

就會凍死都說不定的，是嗎？餓死、凍死都說不定的。所以未曾出發之前就要先準備

那些資益身心的糧食，即是未曾真正動手修的時候，準備階段，這樣，當你在準備階

段的時候，你修這個止觀，你就會怎樣？「隨順真如」，隨順那個真理，「真如」

者，什麼叫做「真如」？慢一步他才講，慢一步才講給你聽，你就知道真如。記住，

真如有廣義、狹義的，廣義的真如包括一切真實的事理叫做真如，狹義的是指宇宙本

體，指那個 reality，那個、那個宇宙本體的真如。

這個真如應該就是指廣義的真如，有人就說當狹義的真如解，都可以，因為廣義

的真如就包括了狹義的真如，所以，與其當狹義解，就不如當廣義的解，廣義的真

如。「隨順真如」，它與真如不相違反的，順其勢它會令你證到真如的。「隨順真

如」，即是不違反，相對應的，如果你是資糧位的菩薩，這些經，你修行，這樣修

觀，就會令你「隨順真如」，即是這種法「隨順真如」，引領你入真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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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第二個階段，「加」就加功，「行」就實行，「實行」什麼？主要是修

戒、定、慧，持戒、修止、修定、修觀即是修慧，去加行，真真正正去做的，好似我

們作長途旅行的時候，真正出發了，這樣叫做「加行」，加工實行的階段，發了菩提

心的，大概都是資糧位的，很少有加行位的，加行位的一定修定修得非常好的，那些

加行位的人。我相信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資糧位的，都沒有加行位的人的。可以入到初

禪、二禪、三禪、四禪的，修止的時候。加行位，如果你是超過了資糧位而入了加行

位修行，你會怎樣？你再看：「趣向真如」，直情對向真如了，不是「隨順」那麼簡

單了，「趣向真如」，「趣」者，走入去叫做「趣」，「向」者，即是對向著它，

「趣向真如」。

這樣第三個階段「通達位」，又叫做「見道位」了，這個是禪宗的所謂什麼？正

式見性了，見性了，見道呢？你都是靠觀這些見道的，這是「臨入真如」，「臨」

者，居高臨下地看下去，「入」，直情滲入裡面，「臨入真如」，即是證得真如了，

你依住這些經教去修行是可以的，如果你是資糧位，可以令你這些資糧位的人，這些

經裏面的道理就會「隨順真如」了，如果你是加行位的，它就會帶你進去，「趣向真

如」，如果你是通達位的，真正見道，這些經教的道理，你觀它就直情令你見道的

「臨入真如」。入了之後你就地上菩薩了，永遠離開惡道，你的生命亦相當自在的，

第一種殊勝的作用就是什麼？

「趣向」，對真如起優勝的作用，「隨順真如、趣向真如、臨入真如」。即是依

著這本經去修你就會這樣的。第二種作用就會怎樣？這樣看，我的解，「隨順真

如」，第一種作用就是「隨順」，是嗎？第二種作用就是「趣向」，第三種作用是

「臨入」，是嗎？「臨入」，三種作用。好了，對真如就是如此了，只是證真如都不

行，沒有用的，只是證真如只是知道空，空、空，這個宇宙的本體，證得宇宙的本體

之後知道「五蘊皆空」就只是了解空而已，你想度眾生，利益眾生做不到的，一定要

怎樣？要有大菩提，即是佛的最高智慧叫做「菩提」，大菩提。

如果依住這些經，你依住這些經去修行，就會「隨順菩提」，不會與「菩提」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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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將來會令你有機會得到菩提的，這個「菩提」者，是佛所有的最高智慧，應該

是什麼？應該是「趣向菩提」，是嗎？他全部怎樣？understood，略了它，「臨

入」菩提，是嗎？他留在最後才講。你看：「及趣向彼，若臨入彼」，是嗎？下面。

好了，對於菩提又有這樣的好處，對涅槃又如何？「隨順涅槃」，生死輪迴永遠

停息，即是不由自主的生死輪迴，生死輪迴就停止了，就叫做「涅槃」，梵文

nirv aāṇ ，nirv aāṇ 譯做解脫，或者譯做圓寂，「圓」就是圓滿，「寂」者，一切煩惱

和生死輪迴停息。有「隨順涅槃、趣向涅槃、臨入涅槃」。對涅槃有三種殊勝作用

的，即是說你這樣修觀令你證涅槃的。

「隨順轉依」，「轉依」是什麼？佛果，成佛、佛果。佛果是什麼？兩個解，

「依」，這個「依」字指兩種東西，一種指「第八識」，即是我們的生命，「第八

識」，第二，指真如，這個宇宙本體，我們未成佛之前，那個「第八識」都是有漏

的，有煩惱的，一成佛，那個「第八識」就轉變了，那個有漏「第八識」消滅了，無

漏的「第八識」出現了。轉依，轉變了我們的，我們生命所依的「第八識」，轉所

依，轉了這個有漏的，轉了我們生命所依的有漏「第八識」成為無漏的「第八識」，

無漏的「第八識」即是什麼？「庵摩羅識」，是嗎？

第二，那個「依」字，「依」者，真如，宇宙萬象一切一切東西都是由真如顯現

出來的，真如是一切萬法之所依，但是我們未成佛之前，那個真如始終被那些塵俗的

東西所遮蔽，令它不能顯現，一到你成佛之後，就把那些煩惱與業就全部澄清了，所

有我們所依的、宇宙萬有所依的真如就完全顯露了，這樣就轉變了一個有客塵染污的

真如，成為一個清淨的、顯現的真如，這樣就叫做「轉依」，這個「依」字就是所依

的東西，指兩種東西，第一指「第八識」，轉變了那個「第八識」，第二是指真如，

把這個被那些塵埃、煩惱所遮蔽的真如掃除了，掃除清客塵煩惱，令到真如完全顯

現，轉變了那個所依的真如。這樣，大概只要第一個解都可以了，「第八識」轉變

了，這個真如那個慢慢不要都可以的。只是要「第八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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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教授！不見好久！

羅公：這個，你這樣修止觀，依住經教修止觀，這些經教的道理會「隨順」你的轉依

的，不只「隨順」，還會「趣向轉依」，帶你「趣向」這個轉依。

還有「臨入轉依」，直情證得、得到轉依，有這三種殊勝的作用。他這個上文只

是講「隨順」，下面三種合起來講，「及趣向彼」，「趣向彼」，那個「彼」字指什

麼？菩提、涅槃、轉依，「及(若)臨入彼」，這個「彼」指菩提、涅槃、轉依，

「彼」。即是修止觀有三種殊勝的作用的。癸二，思惟教宣說善法。我們思惟即是什

麼？這些佛的教訓就是能夠將什麼善的法都講了給你聽，你依著他修，即是不用真的

去聽的，他就好像說一切善法一樣了。這是第二(一)，這個是我的解法。是嗎？第二

個解法就是古人的解法，就是這樣解，何解呢？

第一，不是我們，我解就是我們這樣的思惟，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好處，我解，

但是古人就不是這樣解的，他是思惟，思惟那種佛的教訓，那種教訓會「隨順真如、

趣向真如、臨入真如」，「隨順菩提、隨順涅槃、隨順轉依」及「趣向彼」及「臨入

彼」。〔是指〕那種教，我的解是這個修的人會「趣向」，人會「臨入」。舊時的古

人解，是那些經教會「趣向」，經教會「隨順」，不是，經教會「隨順」，那些經會

「臨入」。舊時是這樣解的，圓測法師是這樣解。我現在將它改變，不是那些經會

「臨入」，而是你修行的人會臨入。我將它來改變。

結修止觀了，「如是思惟修奢摩他、毘 舍那」，「如是」即是這樣，這樣去思鉢

惟，這樣去尋思，這樣來去修止觀，下面結了：「是名緣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鉢

這就叫，「是」即是這，這就叫做依著「總法」去修「奢摩他、毘 舍那」了。依著鉢

「總法」去修可以見道的，依著總集、「總法」去修。這一段識解了嗎？即是告訴你

聽，一定要修「總法」，修「別法」沒什麼用。不過這樣，未修「總法」之前，你就

學一下修「別法」，就不要跳，是嗎？不要三級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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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釋緣總法差別門。就解釋，當我們，「緣」即是觀，當我們「觀總法」了，

「觀總法」就了不起了，「觀總法」都有很多種的，「差別」，「差別」者，譯作英

文是什麼？different kinds，不同的種類，差別，different kinds，分三段，己一、

己二、己三。己一、明緣小總等差別，「明」就是說明，說明什麼？「緣」就是觀，

小總等，「總法」有「小總」、有「大總」、有「無量總」，又是怎樣？舉例是怎

樣？

譬如你觀五蘊，在《心經》又抽「五蘊」來觀，在《阿含經》又抽「五蘊」來

觀；在這部經，那部經又抽五蘊來觀，把與「五蘊」有關的全部抽來觀，這些叫做

「小總」，是嗎？如果你只是依住一本經就叫做「別法」，是嗎？這樣是「小總」。

這樣什麼叫做「大總」？不止觀「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凡是全部各種

的這些現象都是什麼？因緣所生法都是空的，一個空字全部踢清，是嗎？「大總」，

明不明白？

叫做「無量種」，這些都是名言而已！概念來的，釋迦佛就這樣講，其他佛是不

是這樣講？一樣是！凡是佛都是一樣的講法，就是這麼多東西，這些都是名言來的。

再講多一些，釋迦佛再長命多八十年，叫他再講，講來講去都是三覆被而已！都是如

此，無量諸佛所講的不過如此，就這麼多，都是什麼？凡所有相都是虛妄的，一切都

是這個「無相」為「相」才是的，這個無相為相的真如才是無量的，就是「無量

種」，一切有名言講的全部撇清，體會到那個無相的真如。這是「無量種」。明白

嗎？小種、大總、無量種。就明得緣總法分齊，在佛經裏面，時時你看到這兩個字，

「分齊」，那個「齊」字有時就寫這個的，「分際」。

聽眾：不是讀「分齊」嗎？

羅公：什麼？

聽眾：不是讀「分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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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分」者，分限， limit，分限，等於英文的 limit,「齊」者，邊

際，boundary，邊際，譬如你，你說現在我修發菩提心，別人會問你，發菩

提心的分限、那個界限由哪個時候起至那個時候止？你就答他，由初發菩提心

那個時候起，一路到成了佛之後，無窮無盡那麼遠才止，這個「分齊」就這麼

闊的，是嗎？譬如你說，我修這個有漏的智慧，用有漏的智慧來修加行，修那

個觀一切都是空，用有漏的智慧修。

好了，如果別人問你，它的「分齊」有幾多？即是其界限由哪個時候起？哪個時

候止？你的答，由初發菩提心起，一路至到見道之前你就止了。見道以後就無漏智、

無漏心去修了，樣樣都有個界限的，他講個譬喻，世界上的東西譬喻，你在這個機關

裏面做一個 clerk，是嗎？做 clerk最初就由五百元薪水一路升到三千，即是說他的

「分齊」是幾多？薪水，薪水「分齊」就是什麼？五百元起，三千元止，多一毛錢都

沒有了，「分齊」，「分」者分限，「齊」即是邊際，即是界限就是這麼多，過了就

不是你那一級了，明不明白？「分齊」即是界限，何解佛經這麼難看〔懂〕？是難看

〔懂〕的，你現在難，古人看起來就很容易的！是嗎？我們看「分齊」就是「分齊」

了，哪裏要這麼多論盡(囉嗦)解？因為你不明白。有時講你都不明白，是嗎？真是這

樣的。學佛你真是要在文字裏面，在英文字裏面你搞不定的！

最好你能夠直看，讀梵文，但是可惜梵文的經典有限，這個世界上只得幾十種，

很多經典梵文沒有的，你讀都無用，沒有大用的，你不要以為我識梵文很架勢(了不

起)，那些騙人的！那些懂得幾句梵文，甚至有些連梵文的字不識寫，用羅馬字拉丁

化而已！他又說識梵文，那些很多是騙人的！我的朋友，我所識的朋友之中，十個之

中有九個都是騙人的！西藏豐富到極，中國所有的經，譬如一千種，它起碼有九百九

十五種，中國有一千(百)種的，他起碼有 95種。但他所有的，他隨便拿一千種出

來，你中國人就不夠七百種。你說多豐富？西藏就最豐富。

所以如果你是真正學佛，語言第一懂得梵文，識好過不識，如果識西藏文就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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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恭維。譬如我找西藏人教行不行？找些喇嘛教行不行？搞不定！那些喇嘛都不識

的，那些喇嘛，那些文字，有些西藏文都不是通的，你不要以為他說西藏人就很了不

起！即是你要教英文，隨便找個蘇格蘭掃垃圾的人，叫他教英文你就死症了！是嗎？

即是隨便找一個喇嘛，你叫他教你？念咒他就會念！是嗎？但是你叫他教你

grammar？他根本就不識得 grammar的。

聽眾：那叫誰教？

羅公：什麼？

聽眾：叫什麼人教？識 grammar？

羅公：「得緣總法」的分齊。當我們觀「總法」的時候，界限由哪裏起？哪裡止？

然後己三，辯得與通達的位地，其實「位」即是「地」，「得」，怎樣叫做

「得」？我們「緣總法」怎樣叫做緣得到？怎樣叫做「通達」？「位地」、「位地」

即是 stages，階段，現在己一，明小總等差別，裏面分兩段，庚一、問；庚二，

答。「彌勒菩薩復白佛言」，於是那位彌勒菩薩又對釋迦牟尼佛這樣說了，怎樣說

呢？「世尊！」叫一聲他，「世尊(啊)！」「如說緣小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復說鉢

緣大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又說緣無量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云何名緣小總法奢鉢 鉢

摩他、毘 舍那？云何名緣大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云何復名緣無量總法奢摩他、鉢 鉢

毘 舍那？」「如」即是依照，依照你所說，你說有一些修止觀的人，就是「緣小總鉢

法」，觀一個「小總法」，如在經裏面觀「五蘊」，在這本甲經裡面就抽「五蘊」出

來，乙經就抽「五蘊」出來，丙經又抽「五蘊」出來，小小部分的東西，道理，就總

合各本你所讀過的經，將它抽出來，「復說緣大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你釋迦佛鉢

又講，說有時你「緣大總法」，觀那些「大總法」，即是範圍闊的，例如什麼？「五

蘊」、「十二處」、「十八界」一切皆空，是嗎？

或者是一切法，一切有為法都是因緣所生，一切有為法既然是因緣所生，都無自

性，整個有為法綜合，「大總法」；或者再組合到什麼？凡講得出的都是概念，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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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法，「大總法」，「又說緣無量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你又說，無量那麼多，鉢

不止大，我們所看的都是有限的，只是看釋迦牟尼佛所講的一些，是嗎？譬如我們現

在這樣，我們識中文的，就只是識中文所講的經而已，西藏文裏面有〔而〕中文無

的，我們是看不到的，是嗎？

這樣就不能叫做無量了。縱使你中文、梵文、西藏文全部都懂了，都看過了，第

二個世界的佛講的你就聽不到了，以類推之就要怎樣？「無量總法」不論甲佛、乙

佛、丙佛、丁佛，個個佛來所講的道理都是一樣的，無量的「總法」都是一樣的，這

樣來修止觀，這樣就三種了。答了，答分三點，因為他問有三種，「小總」、「大

總」、「無量總」，分三段了。是嗎？很好看，很順利，是嗎？答了，先答「小總

法」了，「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啊！」叫一聲他，「若緣各別契經，乃至各別論

義，為一團等」，他說：「善男子啊！」各本契經，或者各本論，裏面是什麼？

譬如有一本經，譬如《心經》，兩種，「各別」，《心經》裏面有講「五蘊」、

「十二處」、「十八界」都有講，我們就不理那麼多，把《心經》等各別的經所講的

「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將它全部抓成「一團」，「一團」了。或者你

這樣，《心經》、《金剛經》、其他經，所有講「五蘊」的將它全部抽出來，集為

「一團」又可以，總之將各別的契經，或者各別的論議，將裏面的來抽，抽了一部分

的道理來「作意思惟」，「作意」者，在定中修觀叫做「作意思惟」，「當知是名緣

小總法(來修)奢摩他、毘 舍那」了。識解了嗎？鉢

「緣大總法」了，「若緣乃至所受所思契經等法，為一團等作意思惟，非緣各

別，當知是名緣大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若緣」，如果那個菩薩修止觀，觀由鉢

一本經乃至十本、百本、一千本，所有你所聽過的、你所接受的，「所思」，或者你

將它來消化過的，這些契經與論議等這些這樣的道理，即是範圍很闊了，「(集)為一

團」，即是撇離了那些經了，將它的道理抽了出來，「作意思惟」，在定中去修觀、

想了，「作意思惟」，「當知是名」、不是！「非緣各別」，並非緣某本特定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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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各別」即是 certain，某本特定的經，「當知是名緣大總法(修)奢摩他、毘 舍鉢

那。」我們就知道，應該知道，這些叫做「緣大總法」去修「奢摩他、毘 舍那」。鉢

即是進一步了，「緣小總法」就是限一本經，或者限於幾本經裏面的一點東西，

「大總法」就不是了，一本經裏面的所有內容，或者各本經裏面的很多東西。第三就

「緣無量總法」了，一緣到「無量總法」，這裡你留意，這一段，「若緣乃至所

受」，「所受」即是「聞所成慧」，「所思」就「思所成慧」，有沒有「修所成

慧」？你修的時候就有「修所成慧」了！是嗎？「若緣無量如來法教，無量法句文

字，無量後後慧所照了，為一團等作意思惟，非緣乃至所受所思，當知是名(無量總

法的奢)緣無量總法(的)奢摩他、毘 舍那。」這個就全部擺脫了文字，完全是思想來鉢

的，是嗎？

若果一個菩薩，修止觀的人，「緣」、「緣」即是觀，觀什麼？「緣無量如來法

教」，不只是釋迦佛這樣講，我們知道阿彌陀佛一樣這樣講；藥師佛也是這樣講；是

不是真是你去聽過？不是，而是什麼？個個佛所證的道理都是一樣的，釋迦佛講與阿

彌陀佛講都是一樣，「無量如來」所講都是一樣的，這樣，將它「無量法句文字」，

不論什麼經，《金剛經》也好，《法華經》也好，什麼經都好，無量的「法句」，

「法句」者，那些什麼？那些偈，偈頌，「文字」，一個個文字，因為怎樣？到那時

已經撇開了文字，撇開了文字。離開了文字又怎樣？還有「無量後後慧所照了」，什

麼是「後後」？

今天、明天、後天，今日這樣觀，沒有很進步，我明天又進步一些，後天又進步

一些，明年的今日又進步些，後又後，我們的智慧有所了解的東西，「後後慧所照

了，」那時就越來越深入，已經不是經裏面的一句句了，你明白嗎？

將我們所想的東西「為一團等作意思惟，非緣乃至所受所思，」並非是我們整日

觀，我們所聽過的那一點點，我們所想過、所消化過的那一點點，不是的，總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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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即是什麼？到這裏的時候就觀什麼？一切法都是緣生無自性，是嗎？總合來觀。

或者一切法都是唯識所變，而「識」亦是由這個真如顯現的。一切法，我們所知的東

西都是概念名言，撇離概念名言都無可說，那時就觀這個無相，無相就是無量了，是

嗎？無相，觀一個無相的真如。「當知是名緣無量總法(來修)奢摩他、毘 舍那。」鉢

這個是最難的，當你修這個，這個你就會見道了。

己二了，明得緣總法的分齊。得到「緣總法」，我們觀這個「總法」有什麼時候

開首？到哪個時候止，就不用觀，「分齊」，裏面一問一答，庚一，問，「慈氏菩薩

復白佛言」，彌勒菩薩又對釋迦佛這樣說，「世尊(啊！)菩薩齊何名得緣總法(修)奢

摩他……」「齊何名得緣總法(的)奢摩他、毘 舍那？」彌勒菩薩又問佛了，他說：鉢

「世尊啊！」一個修行止觀的菩薩，「齊何」，即是到了什麼地步？即是等於英文的

until或者 till，到了什麼地步？修到什麼地步？然後才可以叫做名為，名為叫做什

麼？得到「緣總法止觀」？得到修成了「緣總法」的止觀呢？這個很重要的，這個時

候叫做「得」，有些人就亂認的，有些說我又得了！又如何了。怎樣叫做「得」？你

在這裡，即是你讀這些《解深密經》，就直情有把尺度給你一量度下去，那個照妖鏡

一照，你是妖怪就現出來了，是嗎？

很多人整天批評那些學唯識的人，越學就脾氣越壞，越學就越看不起人，是何

解？因為他手裏抓住個照妖鏡嘛！你是不是妖怪一照便知，是嗎？他就不留情，你這

樣錯，就說你不對！你就說他脾氣不好，是嗎？同時一照，你都不是路的！你就說五

顏六色，原來你都是不行的，一照你就知了。他一定看你不起的！是嗎？你想人看起

你，你要努力才行，你自己又不努力，渦渦妥妥(不清不楚)那樣，被人一照就照穿

了，那人家如何能看得起你？那些人一味說別人看不起我們，一定看不起的！你自己

這樣差。如何能看得起你？

分兩段，第一段，辛一，標數略答。標出數目，要具備幾多個條件，「數」即是

條件，標出條件來簡單答，然後辛二，別釋五緣，「緣」即是條件。各別地解釋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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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條件給你知。你具備這五個條件，你就叫做得到「緣總法」的止觀了。所以我們將

來如果修到多多少少得，就不要誇大，因為何解？我們今世都未必得到這五個條件

的，得到一個條件已經很好了！五個條件根本是幾乎差不多無望的。你看，「佛告慈

氏菩薩曰」，佛、釋迦佛講給彌勒菩薩知，他說：「善男子！由五緣故」由於他具備

這五個條件的緣故，「當知名得」，「得」即是修成就，修「總法」修成就了。

哪五個條件呢？下面別釋五緣了。在未解釋之前我們要講修行，修行，修止觀有

五個，我們修止觀一路修，一路發展就有五種情況，有五種不同的情況，第一種，因

為修的方法有五種的方式，第一種，總集修(「集總修」)，「集」就是集合，「總」

就是綜合，把五蘊、第一，把各本經裏面講「五蘊」的，將它全部收留在這裏來修

「五蘊觀」，觀它空，第二步，不止觀「五蘊」，「五蘊」、「十二處」、「十八

界」全部都收在這裏，都是空，然後再觀一切有為法都是眾緣和合而生、都無自性、

都是空，再最後連這些說話、概念都是空，一部分一部分總合來修，這樣叫做逐層、

逐層，好像剝冬筍那樣逐層、逐層來剝，剝到最後，然後那個 心，那個就是真如。笋

是嗎？

這樣，這種叫做總集修(「集總修」)，總合、集合很多東西來修觀的，總集修

(「集總修」)。第二種修，總集仍然是有相的，你將各本經的五蘊總合來修，又說它

全部都無自性那樣，當你觀到這樣的時候，你還有一些問題，你還有「無自性」這三

個字，還有這個概念，還有這個 idea在這裏，還有這個 concept在這裡，仍然是有

「相」的，是嗎？這個「相」者指概念，有 concept，有概念，再進一步就所有概念

全部撇除，就叫做「無相」。我們都做得到的，是嗎？

「無相修」是一定要經歷的，但是都可以的，不過你就很長遠了，無相修，空

觀，修什麼唯識觀等等，那些就是「總集修」(「集總修」)了，修空觀那些就叫做

「無相修」，是嗎？「無相修」。「無相修」，你的初修很吃力的，是嗎？修、修到

什麼？一點都不吃力的，那些是什麼？我們現在資糧位、加行位那些都是「總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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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總修)而已！

如果真真正正學修無相修就要加行位，學而已，真正的無相修開首成功就見道

了，見了道之後就以為很得了！未得的！很辛苦、很吃力的！你想見道那個「無分別

智」起的時候很吃力的，要怎樣，要加功用，要有功用才能起的！你食滯了一些就不

起了！你不舒服又不起了！精神不夠又不起了！那種無分別智，那些無相的智慧仍然

是不行的，要怎樣？一、「無功用」者即是什麼？naturally自然而然的，不用加功

的，這個是什麼？真正「無功用修」要第八地菩薩，真正「無相修」成功就是初地菩

薩，真正「無功用修」就是什麼？觀自在菩薩，那些第八地的「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

波羅蜜多時」，那些就是第八地菩薩。「無功用修」，當然，觀自在菩薩是「無功用

修」修成功的，未修成功的都可以學，是嗎？「無功用修」。是嗎？

「無功用」而已，但是範圍很小，就要「熾盛修」，很猛利的那種智慧，這些是

將近、接近如來的佛智了，「熾盛修」，「熾」者，那些火熊熊燃燒的，接近成佛

了。是嗎？最後「熾盛修」還要怎樣？不要滿足，「無喜足修」，多多無厭的，無滿

足的，「無喜足修」，這五種修，每一種修都有一種結果的，即是每修一種就具備一

個條件了，你看，釋、別釋五緣。

「一者」於所，不是！「一者、於思惟時，剎那剎那融銷一切 重所依；二者、麁

離種種想，得樂法樂；三者、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無量法光；四者、所作成滿相應淨分

無分別相恒現在前；五者、為令法身得成滿故，攝受後後轉勝妙因」。一句，這個比

較㪐㩿(艱澀)些了，㪐㩿(艱澀)些不要緊，因為下面一句距離我們還很遠，「一

者」，第一種修，即是我們可以做的，「於思惟時」，當我們「思惟」，即是修觀的

時候，「剎那剎那」，即是每一秒鐘，每一個秒鐘，每一個剎那，都「融銷一切 重麁

所依」，「融銷」什麼？「融銷」即是侵犯它、削弱它，削弱什麼？削弱我們的「阿

賴耶識」，「 重」就是煩惱的種子，貪、嗔、癡這些煩惱的種子就叫做「 重」，麁 麁

「 重」的煩惱種子都是住在「阿賴耶識」裏面的所依，「 重所依」即是「阿賴耶麁 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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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當我們整日修觀的時候，每一剎那都是傷害我們的「阿賴耶識」的，這樣傷害

我們的「阿賴耶識」，如何好？這樣才好！整個「阿賴耶識」被你推翻，你就是佛

了。每一剎那，「融」即是溶解它，「銷」者，即是減削它這個「阿賴耶識」的勢

力。

即是說，「阿賴耶識」的所有粗重在「阿賴耶識」裡面，即是每一剎那都搞，即

是每一剎那都挫弱了你那些煩惱種子，你肯這樣修你就不用怕的，每種，我修不成怎

麼辦？不成就罷！何解？你肯這樣修已經是每一剎那都消融你「阿賴耶識」的種子，

你自己以為，心理作用我修三年硬是沒有進步，其實你已經很進步了。在這三年內，

你已經消融了很多「阿賴耶識」裏面的那種粗重的種子了。不用怕的，這一種怎樣做

得到？總集修(「集總修」)就可以了，總集修(「集總修」)的果，看不看到這幾個

字？我側邊有幾個字？

聽眾：看到！

羅公：總修的果，即是總集修(「集總修」)的果。這種我們都可以的，是嗎？第二，

「二者、離種種想」，這個「想」就是一切概念，撇除一切，那些一切

concept全部撇除，那些名言、概念全部撇除，「得樂法樂」；得到「樂法」

的樂，「樂法」的「樂」就是指什麼？證真如那種真快樂，證到真如的快樂，

這是什麼「修」才得？什麼「修」才得？江漢林？

聽眾：「無相」。

羅公：「無相修」，是嗎？空觀呀！將來你會證得「樂法樂」的。

「三者、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無量法光」；「無量法光」者，指「無分別智」，

「無分別智」能夠觀到什麼？「無智亦無得」的那種智，那種智，那種「無量法

光」，「法光」不是真是光明，是用來譬喻智慧，這種智慧是怎樣的？能夠「解了十

方無差別相」，十方者，東、南、西、北就是四方，東南邊、西南邊、東北邊、西北

邊，那就八方，加之上方、下方就是十方了。十方有無量世界，無量世界有無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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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事物，「法」即是事物、東西。「無量法光」不外都是真如呈現的，我們現在能

夠證真如，就能夠了解、即是我們有了能夠了解無量世界的「法」的智慧，這是什

麼？「無功用修」就會這樣了，「有無功用修」就不容易做到了，能夠「無功用修」

就可以能夠修到「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的「無量法光」。識不識解？聽不聽得明白？

「四者、所作成滿相應淨分(的)無分別相，恒現在前」；第四就是什麼？那種

「無分別相」，「無分別相」即是一無所有的，空空洞洞的，非空亦非有的那種那樣

的相狀，一個本體的顯現，「恒現在前」，時時現前，這種「無分別相」是什麼？是

佛果的「無分別相」，成了佛所見到的都不過如是，「所作成滿」，你所修行的已經

成功了！已經「滿」了！「所作成滿」就即是成佛，「相應」，與佛、與佛果相應

的，那些什麼？「淨分」，清淨的東西，與佛果相應的、「淨分」的東西，這即是

「所作成滿相應(的)淨分」即是佛果了。與佛果所見到的東西，會在定中顯現一下

了，「恒現在前」，你何解能夠這樣？

你修「熾盛修」，那個「無分別智」強到極就會這樣了，「(第)五者、為令法身

得成滿故，攝受後後轉勝妙因。」為再進一步了，為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為令

(你的)法身得成滿故」，「法身」就有廣義與狹義的兩種「法身」，廣義的，三身都

是「法身」，「自性身」、「受用身」、「變化身」，這「三身」合起來叫做「法

身」，廣義的，狹義的是指「自性身」，「自性身」，「自性身」者，即是真如來

的，以真如為「體」的。這樣兩個都通的，這個是廣義還是狹義呢？

「法身」，我們應該穩妥計我們看廣義就好了，廣義亦包括了狹義的，狹義卻不

包括廣義，「為令法身得成滿故」，為令我們佛所有的「法身」得到成就、得到圓滿

的緣故，我們要怎樣？百尺竿頭要更進一步，要日日進步，「攝受」，攝受即是領

受，「後後」，一日之後，又一日一日之後，每一日都轉變，更比較，即是今天比昨

日勝，明日比今天勝，「後後轉勝」，「攝受」，「後後轉勝」有一種力量推動的，

這個因，這個 cause，得到那種這樣的因，推動我們一日比一日進步，這個接近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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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種是什麼？「無喜足修」，不可以為滿足，這樣修，所得的果就是五個條件具

備，這五個條件具備就叫做「完全得」了。五個條件就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就是

什麼？由我們修行，一路到成佛將它來分成五個階段去修，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

說不是，我們一修就要盡量具備這五個條件，我們如何去具備呢？力求具備就得了，

明不明白？我們力求具備這五個條件，如果我們這五個條件都具備，就叫做得到「緣

總法(的)止觀」了，如果這樣就真是成了佛才能夠得到「緣總法止觀」了。是嗎？這

樣「得」有大小，具備一個都叫做「得」，兩個就更好些，是嗎？

看下面了，如果又得、又通達，那什麼時候叫做「得」？剛才講得很籠統，下

面，彌勒菩薩嫌太籠統了，直情問釋迦牟尼佛，到什麼時候叫做「通達」？什麼時候

叫做「得」？下面己三，辨，不是辦，一點一撇，辨，「辨」即是解釋，辨得與通

達。「得」與「通達」兩個字是不同解的，「位地」即是階段，現在一問一答。

問，「慈氏菩薩復白佛言」，慈氏菩薩又問佛了，「世尊！此緣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當知從何名為通達？從何名得？」他問。「世尊啊！」「此」，「此」即是鉢

這種，這種觀這個總法的止觀，我們應該知道，從哪個時候開始我們叫做「通達」？

「通達」者，即是完全了解，就叫做「通達」，「從何名得」？從何階段起我們叫做

得到成就，「得」即是成就，通達就輕一些了，「得」就怎樣？不同了。釋迦佛就答

了，好像有尺度講給你聽的。

下面，答分兩段，辛一、辛二，辛一正答前問，辛二，勸初學，這樣一聽起來那

些初學就全都怕了，別搞！下面是勸初學，你是未得，但是你應該要學，下面正答前

問。「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從初極喜地名為通達；從第三發光地乃名為得。

他解了，「善男子啊！」「從」即是由那裡起，由那一點起，「極喜地」即是初地，

證到無相的真如那個時候起，就叫做「通達」了，通達這個「緣總法奢摩他、毘 舍鉢

那」了，從第三地起，第三地起，你就叫做得到成就了，這是很輕的，由那個時候起

而已！一路由第三、第四、第五，一路到第十地，就叫做「得」了，即是由第三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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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就叫做「得」了。普通那些大菩薩所講的東西我們很難懂的，最容易懂的就是那些

初地菩薩講的東西，龍樹菩薩是初地菩薩，他講的東西很容易懂，無著菩薩又是初地

菩薩，他所講的東西很容易懂，世親菩薩他連初地都未入，加行位的，他講的東西就

更容易讀。

那些地位高的講起上來就令我們聽起來矇查查(不明白)的，你不用，六祖那些地

位當然很高的，但是我們解六祖的東西就難解一些，世親那些就最容易解的，龍樹與

無著、世親比較，無著、世親所講的又容易解一些，龍樹又難解一些，因為我們中國

說龍樹與無著都是初地、極喜地，但是西藏人就說不是，龍樹與無著都是第三地的菩

薩了來的。他們就這樣講，我們不理，第幾地那些都不必理它，總之我們修就是這

樣，第三地就叫做「得」，開首叫做「得」，得了，那些初學的豈不是灰心？他說不

是，他說初學的人，他修的雖然不值得我們讚歎，但是你不應該放棄，你將來會得

的，下面那段就這樣。今天就講完這裡了。今天這些很容易解。

聽眾：90年 3月 18日。

羅公：「修總法」的止觀修到怎樣就叫做「得」呢？上文就已經答了，由五個條件具

備就叫做「得」了。現在這裏就問了，我們由己三起首看，辨得已通達的地

位，這個「辨」字我寫錯了「辦」字，請大家改回它。「辨」，中間是一點一

撇的，不是一個力字，一個力字那個是辦事的「辦」字，一點一撇的那個是辨

別。辨別這個怎樣叫做「得」？怎樣叫做「通達」？「位」就是階段。哪個階

段叫做「得」？哪個階段就叫做「通達」？裏面分兩段，一、二，是嗎？即是

庚一、庚二，庚一是解這個，不是！庚一是問，庚二是答。庚一問那天我已經

讀過了：「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啊)！此緣總法奢摩他、毘 舍那，當知鉢

從何名為通達？從何名(為)得？」這樣問。即是由什麼時候起就叫做「通

達」？什麼時候叫做「得」呢？庚二就答了，怎樣答呢？答就分兩段，答了，

就分兩段答，辛一、辛二，辛一就正式答，辛二就是勸那些初學的人。辛一，

正答前問。「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從初極喜地名為通達；從第三 (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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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乃名為得」。講到這裏我又要略講一講，那天因為將近講完，所以我就沒有

詳細講，如果一向是得跟住聽的人，大家都明白了什麼叫做「極喜地」了，是

嗎？明不明白？陳芷君？什麼叫做「極喜地」？

聽眾：證了道的時候。

羅公：見道的時候，是嗎？我再講，有些人是新聽的，當你一個眾生，眾生之中有一

種就有，那個生命裏面，未聽過的，聽過的再聽，就對你將來講給別人聽，你

就會有利了，未聽過的就更加要了解，如果這些不了解，你將來學佛就沒有什

麼前途的，我們的眾生，對(於)佛家來講都是不斷生死輪迴、不斷生死輪迴，

每一個眾生都是無始無終地生死輪迴，當他不斷在生死輪迴裏面的時候，無數

眾生之中，其中有這些眾生，他的生命就帶有一種東西叫做「順解脫分」的，

「順解脫分」，就帶有這種東西的，這種是什麼來呢？

是一種無形無相的一種功能，一種 power，一種功能帶在他的生命裏面。他的

生命裏面就有這種東西，這種東西就叫做「順解脫分」。何解叫做「順解脫分」呢？

「順」即是能、順其勢會得到的，「解脫」兩個字怎樣解呢？即是涅槃，「涅槃」即

是把生死輪迴都停息了的那種狀態，就叫做「涅槃」，「順」，解脫即是涅槃，「順

解脫」，即是順其勢會得涅槃的，「順解脫」。那個「分」字，這個很特別了，

「分」字，「分」字本來就是部分那樣解，但這裏不是當部分解，記住，你看佛經，

當佛經你看到「分」字的時候，有兩個解法的，是特殊的，不是普通國文的，特殊

的，一種情形就當「部分」解，有時當「部分」解，有一部分當因素解，或者當

「因」，不要那個「素」字，因素，有時當因素解，那個部分就部分，為何當因素

解？沒得解，因為他在印度文譯回來，印度文的「分」字就是一個字有兩個解法的，

譯回來是這樣，所以我們看佛經就要怎樣？看「分」字的時候你就要看它的上下文，

應該是當原因解？當因素解？抑或當部分解。

這些你查，你買本佛學大辭典來查就查不到的，你只有聽先生講，才能夠告訴你

是這樣，有時那些先生都不知道這句的，亂解，解錯了都有之的。這裏當什麼解？當

「因」、當因素解。順解脫的因素，順其勢會得涅槃的那種因素。即是有一種眾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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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裏面就帶有、含有這種東西的，「順解脫分」。這種眾生一定會大則成佛，小

則成羅漢，這種眾生，不會、不會證不到果的。如果無「順解脫分」的，有無這種眾

生呢？

有人說有，有人說沒有，但是有與無我們沒有辦法 check。眾生無量，你 check

過未？是嗎？所以說一定有，這就叫做獨斷了，是嗎？我們思想或者講話的時候，最

怕就是獨斷，是嗎？如果你說他沒有的，我不相信他有的，就是什麼？不是！不是！

一定是沒有！亦是獨斷，是嗎？所以你說它一定是個個都有「順解脫分」的，你都未

check過，你怎知道？我說你們個個都有一百萬身家，加幣的身家，你說我是不是獨

斷？或者江漢林是其中一個沒有呢？或者我又沒有，是嗎？怎樣獨斷？這樣就是獨

斷。是嗎？但是我全部都懷疑，個個都懷疑，個個都不是一定有的！可能全部沒有一

個有的都說不定的！你又怎樣知道沒有一個有？或者陳芷君裏面有百、百、百萬，你

怎樣知道呢？

這個極端的獨斷固然不好，與獨斷相反，懷疑也是不好的，是嗎？兩個極端，一

個極端就是獨斷，一個極端就是懷疑，是嗎？最好是中間，檢討一下，批判一下它，

那些東西到底是靠不靠得住？是嗎？中間既不獨斷又不懷疑就叫做批判，是在中間，

哲學上研究我們的知識的時候就有兩種，一種叫做獨斷論，一種叫做懷疑論，一種叫

做批判論，何解叫做獨斷論呢？

例如孟子，我們的老祖宗有一個孟子，他說人人的性都是善的，沒有人不善的，

人人都可以做堯舜，都可以做聖人的，這些就是獨斷了，你全部 check過嗎？你孟

子 check過未？有很多死了的，你 check不到的，未來都未出世你也 check不到

的！現在大地上那麼多人，你 check過所有人嗎？你怎知人人的性都善？你說，我

想當然，想當然的東西就可以斷案嗎？是嗎？我想當然？我想當然你偷了很多東西可

以嗎？「想當然」三個字就好像秦檜殺岳飛那樣，想當然，想當然最靠不住的。這

些，孟子這個人說人人的性都是善的就是什麼？就叫做獨斷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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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你買了，買了一本，大家買了那本大陸出版的那本叫做什麼？《中國大百

科全書》裏面那個〈哲學篇〉裡面，你查一查獨斷論，查一查，甚至你查一查《辭

海》、《辭源》，獨斷論，哲學上所謂獨斷論，獨斷論最害事的，孟子就是這樣了。

佛教，講回佛教裏面，有些人說個個眾生都一定可以成佛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

切眾生皆有佛性就一定成佛嗎？有佛性也不一定成佛的，是嗎？個個眾生、個個公民

都有資格做總統，你是不是做總統？是嗎？你有沒有做？你現在到你做沒有？是嗎？

有佛性都未必就是肯定成佛的，個個眾生都有佛性就個個眾生都成佛，這樣就很

明顯是獨斷論了。但是我們中國人的思想從來都是籠統的，好像孟子講人性都是善

的，幾千年、二千年來都信他為天經地義，沒有人敢說他、駁他。佛教傳入來二千幾

年，個個開口就一切眾生個個都一定成佛，你怎知？這些又是獨斷論來的！你說，你

豈不是罵了很多人？罵你就罵你！有什麼辦法？你是獨斷論嘛！還有，講到這裡，其

他那些，所有宗教，大抵都是獨斷論的多，例如什麼？整個世界都是有個神來造的！

這個是獨斷論，將宗教放進去哲學裏面，一定是獨斷論的，他說有個創造宇宙的

神，這種已經的獨斷論了。你見過未？你在科學實驗室裏面實驗到嗎？你說有！你說

聖經講的！聖經是否靠得住？聖經都靠不住？聖經你怎樣證明它靠得住？你一定說信

它靠得住，你就是獨斷論，凡宗教都是獨斷論的。獨斷論在哲學上固然是不足取，是

嗎？極端的懷疑論就更加了，世界都沒有真理了！極端的懷疑的時候，什麼你都懷疑

那又怎麼搞得定，是嗎？你是母親生你的，你的爸爸是姓陳的，我懷疑我媽媽是不是

與姓李的相好而生我的？極端的懷疑也是不行的，世界上沒有真理了，所以獨斷及懷

疑都是兩邊都是不行的，懷疑論不行，獨斷也不行，中間就檢討批判就最好了。

從前在歐洲，那些德國與法國的哲學家都是絕對相信有個先天的理性，都帶有獨

斷論的色彩，但是在隔岸，隔一個海峽，英倫、英國人就不信獨斷論那套東西，就懷

疑，何解？何解兩面都懷疑呢？歐洲那些哲學家，笛卡兒(法語：René Descartes)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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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德國與法國那些哲學家，都是相信人類的知識，人類的色彩，歐洲的那些哲學

家由希臘的柏拉圖(Plato)之後，一路去到法國的笛卡兒，都是認為什麼？都是相信人

類有認識，你有沒有認識這個世界的能力？我們沒有檢討過，但是哲學家就偏偏就檢

討這些。你整天說這個世界，你說這個世界民主就好了！獨裁就不好了！又說科學又

好了，宗教又不好了！

怎樣又如何，那樣如何，這些是如此，那些是那般，在你說之前，最好就是先去

檢討一下你自己，你有沒有認識這個世界的能力？如果你說，我的認識都沒有認識的

力量的，即是說你所講的什麼東西都是錯的！最低限度是未必對的，你就最好塞住口

不要講，先講你有沒有認識真理、認識世界的能力？現在我們整天說別人，尤其是青

年人，這樣都不合理的！我想問你，什麼理？這個世界到底有無道理？道理都沒有

的！你又如何知道一定有道理？

縱使你知道，我明明知道這個世界一定是有真理的，你又如何知道你有力量知道

世界有真理？你先檢討一下你自己，先檢討你閣下自己，如果你說我都檢討不了，那

你就不要講，是嗎？如果你都未搞得定，你就擒擒青(急急忙忙)講，你就叫做獨斷

了。歐洲就一向都是獨斷論的，這個「獨斷論」。「懷疑論」呢？是不是真正有力量

認識這個世界呢？抱懷疑的態度，極端的懷疑論就是直情不相信的。那些詭辯家就相

信，認為世界沒有真理的，你講得通的就是真理。是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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