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爐就這三種。三種之中，那些中國的就整天插，插到有時燒得嗶嗶叭叭的，

那就什麼都彈上來，中國那些不是很好，本土那些。第二種這種就好，但是要有一個

工人，或者你自己有個人，整天服侍它才行，它燒完又要整，整完一輪又要燒，太麻

煩。什麼？你家裏有沒有這些？

聽眾：有。

羅公：有嗎？很煩的，是嗎？你叫老婆整就行了！

聽眾：我整的！

羅公：給功德她做嘛！

聽眾：我的功德就是煮飯給他。

聽眾：很易，很快的。

羅公：很難搞的？

聽眾：很快的，很易搞的！

羅公：不夠一個多鐘頭就沒有了？不夠一個鐘頭。

聽眾：沒有。一個多小時。

羅公：夠不夠修一壇法？

聽眾：夠。

羅公：夠，是嗎？就是這樣。這樣就點那些，你什麼香都得的，你就買些香，你走去

市場，買一些印度人的香都可以的，一揭開蓋就點著一支就放在那裡，你不

要，你可以自己買日本香，如果你錢多就買日本香，日本香，你現在在香港，

一盒日本香成三百元都買不到，280元一盒！

聽眾：還買不到！這裏都有得賣，很清的，

羅公：這麼短的，哪裡有？

聽眾：這裏有間日本舖的！

羅公：日本鋪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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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裡面有。

羅公：那間裡面有嗎？靚不靚？

聽眾：那種不靚。

羅公：那種就靚了，黑的，什麼西林？是！是呀！那種靚了！香港都沒有得賣，

聽眾：那種 300元還是 280元。

羅公：280元，

聽眾：香港有一種叫做寶樹，那種寶樹很靚的，那種比香樹林還好。

羅公：比香樹林靚？

聽眾：味道沒有香樹林那麼濃。

羅公：哦！寶樹？寶樹我這裏有！有一種叫來塗身的，一種要來燒，闢那些臭穢的，

這樣就兩種香，「香蔓」，「香」就是那些普通的燒香，「蔓」就那些花蔓，

一串花的，現在那些夏威夷的人，將那些花整成一串，要來掛在頸上的那些

「蔓」，「塗抹」，「塗抹」是那些塗香，也是享受的。

聽眾：生雜染、「苦諦」。

羅公：「苦諦」，這個「出世」的，無關係，明不明白？將來法相學會有地方，你們

就要講了，講那些初級班，要講了，那時你們就教學相長了，你一定要搞清楚

這些，你可以的，有行、有不行。

聽眾：照著錄音機就差不多。

羅公：行不行陳義初？不行？你講給我聽，陳義初，你講給我聽，第一個是什麼？不

識？識的！想一想，講錯就罷了。

聽眾：「無明」。

羅公：「無明」。第二個？

聽眾：「行」。

羅公：「行」，第三個？

聽眾：「識」、「名色」、「六入」、「受」。

羅公：什麼？

聽眾：「受」、「處」。

羅公：「六處」即是「六入」，舊譯譯錯了就「六入」，你最好譯「六處」，不要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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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入」。叫什麼？她說什麼？

聽眾：「觸」、「受」、「愛」、「取」、「有」、

聽眾：錄到，何解我不能借給你的？我回去還要整理過。

聽眾：「生」、「老死」。

聽眾：不行的！不行的！

羅公：十二個齊未？齊了？好了，哪個是煩惱雜染？

聽眾：「無明」。

羅公：哪個「業」？一個「無明」，還有沒有？

聽眾：「愛」啦！

羅公：「愛」。

聽眾：「無明、愛、取」生煩惱。

聽眾：「有」。「行、有」二支。

羅公：「有」，幾種都有的。

聽眾：「無明、愛、取」生煩惱。

羅公：有人說「有」都算，有人說「有」、「生」，其實兩種都有份，即是「種

子」、「三有」。「行」，「行」就是業，有人說，咦？不是！寫錯了，那個

「取」，有人說「取」是屬煩惱，有人說「取」是屬「業」，都有。那個

「有」亦有，「生雜染」呢？「識」、「名色」、「六處」，「觸」、

「受」、「生」、「老死」是嗎？就是這麼多。有雜染，雜染的對面就是清淨

了，這個「清淨」當無漏解，「清淨義者，謂即如是三種雜染，所有離繫菩提

分法。」「清淨」者，指什麼？「菩提分法」，「菩提分法」指什麼？這個

「菩提分法」是怎樣的？是「離繫」的，「繫」就是束縛，離開束縛的，即是

離開被煩惱與業的束縛的那些「菩提分法」，「菩提分法」就是指什麼？「三

十七菩提分法」，是嗎？

這種「離繫」是什麼「離繫」？是三種雜染的「離繫」，離開這三種雜染的束縛

的「菩提分法」。這個所謂「清淨」是指這些，是什麼來的？「四念住」、「四正

斷」是嗎？「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這些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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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識解嗎？不識也不緊要，略略知道一下也行，是嗎？下面總結了。癸四了，

「善男子！如是十種，當知普攝一切諸義。」叫一聲他，下面總結了。「善男子

(啊)！如是十種」，即是以上所講的這十種，這十種義就「當知」，我們應該知道，

「普攝」，普遍包括，普遍、「普攝」，包括，完全包括了，一切的「義」都包括在

內了！「諸義」。

這樣，學修止觀的人就不要去盲目地去修止觀，要了解這些義，這樣豈不是很

難？你記住，自己不識就要看什麼？專家報告才行，是嗎？當你做市長的時候，如果

你只是學法律出身的，你做市長就連衛生你都要管的，但你不需懂衛生的，你找一個

學醫的，學衛生的人做衛生署長，是嗎？你就問他拿那個報告，是嗎？不用什麼都要

自己搞的，那些專家報告佛家叫做什麼？聖言量，聖人的說話，聖人是修行的專家，

聽那些人講。將一切的義分為十種，已經解了，要了解。

但我不要十種那麼多！也行！五種行不行？就五種，又將它分，即是說什麼？即

是好像麻將牌，你砌成滿糊就滿糊，你砌成三番就三番，你砌成雞糊就是雞糊，都是

那一套牌，你明不明白？你這個將所有宇宙萬有，所有的境界分為五種就行。壬二，

約，「約」即是又，依照，依照五義來解釋知義。這裏分四段，癸一、標章舉數，

「章」者，題目，主題，舉出個主題，舉出它包含的數目。癸二，問答，列名，用一

問一答來列出它那個五義的名稱。然後癸三，次第別釋，依著次第各別解釋；癸四，

總結五義。

癸一、標章舉數。「復次」，「復次」即是又，即是英文的 and，「善男子！彼

諸菩薩，由能了知五種義故，名為知義」。那些修止觀的菩薩，由於他能夠了解那五

種「義」，我們就叫他做「知義」了。下面癸二，問答列明就分兩段，子一就問，子

二答。子一問，「何等五義」？哪五種「義」呢？「何等」即是 what，哪「五義」

呢？答了：「一者、遍知事；二者、遍知義；三者、遍知因；四者、得遍知果；五

者、於此覺了」。這個簡單了，第一，我們要了解「事」；一件、二件的世界上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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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各種、了解各種事態，我們要了解。

第二，知就知了，何解要「遍知」？「遍」字者，不要求求其其(隨隨便便)，要

怎樣？「遍」者，當要清清楚楚，清清楚楚世間上各種事物，不要籠籠統統，「二

者、遍知義」；這個「義」字與五種義、十種義不同解的，這個「義」是指什麼？屬

性，每一種事體都有它的屬性的，「遍知」它的各種屬性，「屬性」在佛經裏叫做差

別義。這兩件你看看我的註，上面初義是境，世界上一切東西，尤其是學佛學，不外

是三種東西，第一種就叫做「境」，我們想修行就先要了解那個境界是如何？

「境」，「事」，事體，它的屬性就是「境」。「三者、遍知因」；何解我能夠了

解？因為我們有智慧，是嗎？

遍知的「因」，這個就是「行」，即是「因行」了，「境行」；我們之所以可以

了解就是因為我們有智慧，這個智慧就是「遍知(的)因」；第三，不是！「四者、得

遍知果」；運用我們的智慧得到「果」，了解之後得到「果」，「得遍知果」；不論

修行等等都要有「果」的，「得遍知果」；「(第)五者、於此覺了」。對於這個

「因」、「果」，以上的東西我們要了解，「於此」，對於我們的「境、行、果」我

們都要明明了了，「覺了」，這個就是「果」了。

前兩種是「境」，第三種是「行」；後兩種就是「果」了。「果」是指證的

「果」，「五者、於此覺了」，對於你所證得的「果」你有明了的智慧，這是指你的

大、指你的大菩提了。「得遍知果」是你所證到的「果」。有人這樣解，「四者、得

遍知果」，這個「果」是指涅槃。「五者、於此覺了」就指菩提了，即是說，五種的

第一種是「境」，第二種、第三，不是！第一、第二種是「境」，第三種是「行」，

第四種是涅槃果，第五種就是菩提果，兩種都是「果」，所有的、將宇宙萬有的東西

及與我們修行有關的「攝為五種」，這個很簡單的，簡單，你不要以為它簡單，下面

就解釋了，什麼叫做「遍知事」？什麼叫做「遍知義」？什麼叫做「遍知因」？什麼

叫做「得遍知果」？什麼叫做「於此覺了」？是不是逐樣東西講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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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樣要留下次才行，時間夠了。

羅公：什麼？

聽眾：這樣要留下次才行，時間夠了。

羅公：時間夠是嗎了？四點了。

聽眾：四點半了。多謝羅教授。

聽眾：90年 4月 15日。

羅公：約五義以釋知義。

上文講是約十義以釋知義，現在是約五義以釋知義，即是所謂「義」，所謂「義

理」，你可以分為十種來講又可以，分五種來講，任你所好，是不是你什麼都識？你

全部識就更好，任何一種也行，不過我講給你聽，最緊要那十義，十義最緊要。其餘

那些五義、三義的那些不識也不要緊的，最緊要那十義。十義之中最緊要是什麼？十

義要了解，十義之前你要了解什麼？「盡所有性」與「如所有性」這兩種，尤其是

「如所有性」。現在就用將一切義理分做，一切義理，這些義理可以令到你成佛的，

令到你修行成佛的，將它分為五種，就叫做「五義」，這裡分四段。癸一，標章舉

數，舉出那個主題，「章」就是主題，把那個主題舉出來。主題的內容分做幾多點，

舉出它的數目。

癸一，標章舉數。「復次，善男子！彼諸菩薩，由能了知五種義故，名為知

義。」這個不用解了。識不識？陳芷君識不識解？問答列明，把那五個「義」的名稱

列出來了，裏面分做一問一答。「何等五義」？是哪「五義」呢？「何等」，「何

等」兩個字等於英文的 what are，哪「五義」呢？下面答了，「一者、遍知事；二

者、遍知義；三者、遍知因；四者、得遍知果；五者、於此覺了。」第一種就是「遍

知」，即是知道，何解要加個「遍」字？「遍」者，即是很清楚，那個「遍」字，這

個「遍」字這樣寫的，這個字即是這個字(徧)， 字，讀歪一些，「遍」，這個聲。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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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好像撐個艇那樣，或者這個，這個叫做「彳」字，行一下退一下那樣，行著

行著那樣，這個「彳」字，這個彳、亍兩個字，那個「遍」字就是這樣，這個字是怎

樣寫的？這個字是這樣寫的，這個字讀「亍」字，「亍」即是一路一路地移動，

「亍」字當英文的move，移動那樣解的，本來這個「遍」字是移動那樣解的，但是

它這裏的意思是這樣，移動了，即是到處行，完全地行，即是你去遊花園，在這個花

園裏面行完它，就是「遍」。行就完整地行，就是「遍」了，就這樣。

所以這個「遍」字，一邊就要有聲的，一邊是講它的形狀的，形狀即是它的意義

的，中國文字的構成是一個方式，這種叫做形聲字，形聲字，一邊，形聲字一截是

形，一截是聲，這個「遍」字這一邊就是聲，這個(徧)字是聲，這一截就是形，這一

截就是聲，這一截是形，一形一聲結合就是一個字，中國字你翻開字典，最多這些就

叫做「形聲字」，例如長江那條江，就形聲字了，這邊是水，三點水，這三點是水

字，何解是水字是三點？本來水字，這個是後起的字，最初中國那些字畫圖畫的象形

字，畫那個水，水是怎樣的？水字是這樣的，你望去那條河流，那些水就是這樣流

了，這樣好似水波那樣，這裏一條過，那些水流下來就呼呼聲很有氣勢的，這樣就是

「水」字了，這是水字。最初的水字是這樣的，後來那個「水」字不知如何，漸漸地

那些人越寫越離譜，越寫越離譜，就寫成這樣，這裏就這樣了，這裏就這樣，這裏有

這樣，這裏有這樣，越整越離譜，變成了這樣。

這樣，這些最初就叫做象形字，後來進步了，最初是象形字，第一種原字叫做象

形，第一種象形，例如日光，「日」最初是這樣的，日，那個日最初這樣寫的，後來

漸漸地離譜一些了，這樣了，這樣了，一個日裡面，太陽裏面有一些黑點的，日，後

來漸漸地就隸書就寫成這樣了，這樣了，已經不像那個「日」了，漸漸地更加離譜，

這樣，將它來這樣寫就更離譜，雖然離譜，但是可以追溯它的淵源，你說，中國字為

何這樣論盡(繁瑣)？我們讀英文就不用，誰說讀英文不用？英文更煩，如果你真真正

正懂英文的更加煩，有字頭有字尾，有字根，有些英文字中間有個 root，root前面

有些有個什麼？prefix，是嗎？字尾有些 suffix，幾多變化？那些 prefix、prefix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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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是在希臘過來的，由個動詞轉做名詞又要加一個 ty在尾那樣，如果動詞轉名詞

有些表示性質的就加 ty，什麼 ty了，有行動，準備動作就加什麼？加個 tion了，譬

如這樣，一個 字 ，一個 動詞 ， compose 那樣，那個 字加 個 tion 在那

裡，composition表示很多東西綜合在一齊，再引申是什麼？細路哥(孩子)作文章，

將很多字句整成一堆，你以為英文就不用？如果你懂得英文就一樣要懂！英文更麻

煩！中文還沒有這麼繁瑣。總之你想學習就要深入，就要遍知，徹底些那樣知，不要

浮浮泛，浮浮泛的人最沒用的，知道一些是最沒有用的。略知多少沒有用，要「遍

知」，認識得很清楚。「遍」者，好像走完它那樣！對於那種東西我們要知它就要清

清楚楚地知。亦即是說什麼？清楚的認識，完全的，那個「遍」字含有「盡」的意

思，有「全」的意思，對於那種東西完全知道，就叫做「遍知」。「及遍」，第一，

我們所應該完全知道的事，這個即是什麼？

世界、例如什麼？「苦諦」，世界是苦的，人生是苦的，怎樣苦法？「苦」有幾

多種？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憎怨會苦等等，「苦」有

這樣多種苦，是「苦」的，知得清清楚楚，對於人生是苦，對於、對於「苦諦」遍知

了，那麼「苦諦」怎樣來的？他告訴你聽，「苦諦」是由，今世的苦是由前生的煩惱

與業招集來的，煩惱有幾多種？我們這樣籠統是不行的，煩惱與業是哪裏來的你要知

道。

這樣什麼叫做煩惱呢？你又要了解，煩惱者，我們的內心裏面有一種勢力，有一

種 power，這種勢力一發生作用的時候，它會搞亂我們的身心的，惱，令到身心惱

亂的，這種惡勢力就叫做煩惱，我們要了解，這樣就叫做「遍知」了。不然只知道

「煩惱」，怎樣能叫做遍知？是浮知，不是叫做遍知，知一些，不行的。「遍知」。

然則我們有種惡勢力叫做煩惱，煩惱有很多種是嗎？是，有很多種，約略有幾多種？

最低限度講幾種我聽？你要知道，最重要的煩惱是什麼？

六種煩惱，第一種「無明」，「癡」，是嗎？第二種「貪」，第三種嬲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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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第四種「慢」，傲慢的「慢」；第五種「疑」；第六種「惡見」；「惡見」

什麼？執著，這些是我的，那些是你的，我的、那個「我」是永恆不滅的，或者執著

那個「我」人死如燈滅，執著，這些叫做煩惱，六種煩惱，六大煩惱，根本煩惱要知

道，煩惱之外還有隨煩惱跟著它起的要知。這樣然後才能叫做「遍知」。所應該「遍

知」的事。什麼「四諦」、「十二因緣」、「五蘊」我們應該要完完全全了解，這樣

的「遍知」的事，「事」即事體，第二，凡是有「事」就必定有「義」的。「事」就

指那件東西，「義」就指那件東西的屬性，凡是東西一定有屬性的。

譬如你們讀中學，先生教你讀化學，教你水，講給你聽，水是什麼來的？水是氫

與氧兩種元素合成，氫，兩個氫原子、一個氧原子合起來就結成一個水的分子了，了

解水，這個就是「事」了，水的性質是怎樣？屬性是怎樣你要知道。水、水是什麼？

透明的，透明與不透明就是屬性，是嗎？水能夠溶解很多東西的，又是水了，水對於

人生很有益的，如果人缺乏了水，他會死的，我們要知道，這些是水的屬性，「義」

即是屬性。事與義合起來，你看一看我〔的註〕，初二是境了，「境」是我們了解的

對象，你了解的東西的「因」，「智因」，你看看我上面的，第三是「智」，即是

「因」行，你修行最緊要靠「智」。

好了，看回本文。第四，「得遍知果」了，你要了解事又要了解「義」，你有智

慧你就會去修行，你修行，你大則會成佛，得「佛果」，「遍知」的「果」，你不要

說，「遍知」這樣厲害的嗎？是呀！「遍知」可以令你成佛的，大則成佛，小則就怎

樣？成阿羅漢，再小一點你都可以得人天的福報，「得遍知果」。第五，「於此覺

了」。對於「果」，對於上文所講的「遍知事」，「事」對於「義」，對於「因」，

對於「果」，你能夠了了然清楚的，這個是什麼？「於此覺了」，下面他逐種解釋

的，我還不用解釋。

癸三了，還有，提一提你們，你們這些，普通對於中國人，這些常識你都應該要

有的，十個天干應該要知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這十個天

干依，我們看佛經，所有那些什麼，尤其是看天台宗的書，甲一、甲二、甲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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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一、乙二、乙三、乙四這樣的。你說為何佛教這麼論盡(複雜)？你看一下現在

的教科書，大一裏面又有小一，大一裏面又有小二，是不是這樣看過？很多書都是這

樣的，你不要一味說佛教論盡(複雜)，不過現在是有些用羅馬字，有些用大號字，有

些用小號字那樣解，一樣論盡(複雜)！是嗎？所以你不要說中國人論盡(繁瑣)，實在

不論盡(繁瑣)的，你念熟十個天干還不容易？是嗎？還有，天干十個不夠用的時候，

再加十二個地支，識不識？Pauline，十二個地支你識不識數？

聽眾：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羅公：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都不夠又怎樣？都不夠

你就 ABCD了，是嗎？都不夠用就借用了，ABCD了。分五種，分五段來別

釋。子一，釋遍知事，子二、子三、子四、子五，到子五即是那五種，第五

種，釋「於此覺了」。是嗎？現在先子一，解釋「遍知事」，我們應該完全知

道的事，還有些論盡的，原來佛三轉法輪的時候，第一，佛最初說法的時候是

對那五個比丘說法，就講「苦、集、滅、道」那「四諦」，每講一輪，他都要

講：苦你應該遍知，中國人譯就好簡，「苦應知」，其實照梵文原意是苦應該

遍知，集應該……

聽眾：集應斷。

羅公：四個字一句把那個「遍知」的「遍」字就略了去，就「苦應知」，其實是應該

「遍知」。「遍知」者，即是完全了解，「此中」，凡是讀佛經讀到「此中」

兩個字即是「這裏」，這裏所謂「遍知事」者，「當知即是一切所知」，或謂

諸蘊，「謂或諸蘊，或諸內處或諸外處；如是一切。」所謂「遍知事」，你們

學佛的人是應該了解的，我們應該知道什麼呢？「一切所知」的東西，一切所

應知的東西，例如是哪些？「謂」、「謂」即就是，就是什麼？「諸蘊」，即

「五蘊」，「或諸內處」，「內處」，哪些「內處」？陳芷君，你答我。「身

處、意處」那六種，是內部的六處；「或諸外處」，識嗎？識嘛？

聽眾：「色、聲、香、味、觸、法」。

羅公：是，「色、聲、香、味、觸、法」就是外六處。

10



「如是一切」，「如是一切」即是英文的 et cetera與 and so on那幾個字，

「如是一切」。這樣即是說，「遍知事」都不是很簡單的，是嗎？現在的人講「五

蘊」，學佛學了幾十年，連「五蘊」是什麼都不知道都有的。釋「遍知義」了。每一

種東西都有它的屬性的，有它的種類的，裏面「遍知義」就分三點來講了，丑一，總

標，丑二就別釋，丑三，類釋，「類釋」是怎樣？如此類推去解釋。現在丑一，總

標。遍知，「遍知義者，乃至所有品類差別所應知(的)境」。我上面寫，「義」就指

屬性，我們所應該完全知道的「義」就是什麼？乃至，即是所謂「義」即是由很淺的

東西，乃至一路一路，乃至一路乃至什麼，它前面還一定有很多東西的，它這裡就全

部略了它，乃至。你讀佛經，讀到「乃至」兩個字，就即是英文的 until或者 till那個

字，乃至什麼呢？所有的品類，「品類」即是那些種類，「差別」，各種類不同的東

西，「差別」即是等於那個 difference，是 differences，「差別」，這些是我們所

應該知道的，不是什麼都要知，我們所應該知道的，我們就要知。丑二，逐種解釋

了。別釋了，怎樣「品類」？品類有很多種的，所應知的義，最緊要就知道什麼？有

兩類，哪兩類？一類就是勝義諦，勝義，一類就是世俗〔諦〕，我們先讀一讀這裏。

「謂世俗故，或勝義故」，兩種了，「謂世俗故，或勝義故」，一類了；又將這

種「義」來分類：「或功德故、或過失故」，兩類；你留意看我的標點，「緣故」，

第三種了，是嗎？第四，「世故」，第四了；「或生、或住、或壞相故」，第五類

了；「或如病等故」，第六類了；「或苦集等故」，第七類了；「或真如、實際、法

界等故」，第八類了，是嗎？是不是八？現在只是七？是嗎？八了，是嗎？「或廣略

故」，第九了；「或一向記故、或分別記故、或反問記故、或置記故」，第十類了；

「或隱密故、或顯了故」。如是等類，當知一切名遍知義。這樣今日都不知講不講得

完這一段，這一段就很複雜的。他說，我們將這個人生與世界所有的宇宙萬有來分

類，即是說他的品類差別我們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就叫做「勝義諦」，一類就

叫做「世俗諦」，怎樣叫做「世俗」呢？

11



「世俗」即是一般世人的，即是一般世人的常識都可以了解的，一般世人的常識

可以了解的，甚至可以用概念去把捉到的，用名言概念去把捉到的，這些就叫做「世

俗諦」。這些就叫做世俗諦，「諦」者，就是實事、實理，世間的實事與實理，有些

是用世間的知識，以及用有概念的知識可以去把捉得到的，這些就叫做「世俗諦」；

第二即是「勝義諦」，即是用世俗的常識是把捉不到的，甚至你用哲學家、科學家的

那些概念，那些 concepts想去把捉都把捉不到的，你一定要修禪定，引發你的無漏

智慧，用無漏智慧去 touch它的，去接觸它的，那種那樣的叫做「勝義諦」。

「義」者，這個「義」者，當境界解，當境界解，object，境界。「勝」、勝的

義，怎樣勝的義？勝的「義」是這樣解的，你不要解錯。「勝」者，指那些優勝的智

慧，「義」就是境界，那些優勝的智慧所了解的境界，不是那些普通的知識所了解的

境界，叫做「勝義」，不是說那種「義」很勝那樣解，如果那樣解就錯了。那些優勝

的智慧、殊勝的智慧所了解的境義，殊勝的智慧指那些無漏智，無漏智，要那些無漏

智才能夠了解的，世俗諦是那些有漏的智慧都可以了解的。這樣一種了。

第一，所謂「品類差別」，遍知義中的品類差別，我們就把世界的一切的東西分

做兩類，一類就世俗諦；一類就勝義諦。好了，舉個例，很籠統的，什麼叫做「勝義

諦」？什麼叫做「世俗諦」？最好舉個實例，所有現象界的東西通通叫做「世俗

諦」，phenomena 就是世俗諦，等於 phenomena；勝義諦等於 reality，這樣

的，reality不是用世間的智慧可以把捉的，一定要用修止觀，一個無漏智出現然後

才接觸到的。現象界就不是，我們可以用數學去計到的，可以用符號去代表的，可以

用概念，用名詞去把捉的，這樣就識解了，即是將所有的一切東西分做兩大類，第

二，又可以從第二個角度，這個世俗諦、勝義諦，這個完全是從什麼？從我們的智

慧、知識的範圍的角度來講的，在第二個角度，是從什麼？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看，

「或功德故、或過失故」。第二種分類了，有些事是有功效的，「功」者，功效，

「德」，這個「德」字與這個「得」字通用，有功效、有所得的，得到結果的，得到

好的結果的，叫做「功德」。你不要以為走去拜一下懺，入些錢落去功德箱就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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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是的！有功效的東西，確是做了有所得的，這就叫「功德」。與「功德」相反

就是「過失」了，「功」的反面就是過失，「過」、功過，「得」的反面就是「失」

了，是嗎？做那些不等使(無謂)的東西，白花你的精神，這些叫做過失了。這是站在

倫理道德的立場，把萬事萬物分類，就分了功德與過失。第三、「緣故」，又分別講

了識不識？「四緣」？識不識解？Pauline 識不識？你很孝心，你真是好，你識不識

「四緣」？

聽眾：「因緣」。

羅公：什麼？「因緣」。識不識？阿亮，識不識？傳話你都要識的！

聽眾：「因緣、增上緣、所緣緣、等無間緣」，是嗎？

羅公：「因緣、增上緣、所緣緣」，還有「等無間緣」，又叫做「次第緣」，是嗎？

這樣我解給你們聽，有些人不識的我解一解，分開兩處來講，一處講法是普通

的，你走去普通的，在那個，將來你去教一教初級班或者什麼？或者講一下給那些不

識的，不大識的人聽，你就用這種，甲種講法；如果那些是識的人，你就要用乙種講

法，不同的。不同的。是嗎？用甲種講法是什麼？什麼叫做「緣」？「緣」者，即是

條件，翻譯做「緣」字，翻譯就是條件，本來就是當「助緣」解的，現在通用就是條

件，「緣」就是條件，我們一件事的成功，即是我們在這個現象界裏面，不是本體，

不是 reality，在這個 phenomena裏面，每一種東西的出現一定要先具備了條件然

後才出現的，如果沒有相當的條件，那種東西就一定不出現的。

例如，你想你的兒子將來做一件很好的事，即是做一個很好的、很好的公民，你

一定要怎樣？要有一個條件，令他做好公民的條件，是怎樣的？你的家庭教育要留

意，這是條件之一，第二，你要怎樣？要找一間好的學校給他讀書。第三，他讀書的

時候要替他選擇朋友，不要給那些人帶壞了他。第三，良師益友。第四，要顧他的衛

生，不要亂食東西，食到幾年就病死了你就不得了。要注意他的衛生，如是等等，這

樣多的條件配合，你的兒子將來就一定是好兒子，最低限度多數是，難道說，依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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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好兒子，難道說他一出街屋倒了，砸下來都不死？不是這樣解，即是依著道理

來講，他應該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他應該是好兒子。剛好遇著傳染病、瘟疫，他死了都

說不定，但這是很少的。好了，這個「緣」就是條件，現象界裏面，現象界即是佛家

叫做「有為法」，記住，reality，本體，佛家就叫做「無為法」。

有為法裏面，凡是一種東西的產生，一定各有它的條件的，所謂「條件」就很多

種，很複雜的，大概分作四類，叫做「四緣」，四種，條件不外四類，第一類就叫做

「因緣」，「緣」就是條件，條件之中最重要的「因」，「因」者，就是要素，要素

或者叫做主因，是主因，其餘就只是輔助而已。主因最緊要，就是「因緣」。「因

緣」例如什麼呢？例如你想種一棵禾，最主要的就是什麼？是不是淋水就可以了？不

是，不是最主要的，如果……第二，你用泥行不行？如果泥就可以生禾的，河邊的那

些泥就全部都是禾了，不是主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粒穀種，是嗎？一粒穀種，一

粒穀種放進那些泥裏面，這個是主因，最主要的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米不會

出麥子的，種麥子不會種出綠豆的，這個是最主要的因，決定性的原因就叫做「因

緣」。識不識解？第二種，只是有因緣可以嗎？不行的，所以現在佛教最反對的，就

是世界上有種「一因論」，「一因論」，佛教反對「一因論」的，例如什麼？

例如什麼？聖經的講法差不多它就是「一因論」，初時什麼都沒有，只有得一個

God，是嗎？後來大概祂嫌寂寞，我又要光，我又要什麼，就即刻變出這麼多東西出

來，什麼都是由那個唯一的 God搞出來的，這叫做「一因論」。佛家說無此事！沒

有「一因」的，一因不能生「果」的，記住，「一因論」的過失就是一因不生果。例

如那個 God是「因」，上帝是「因」，那些眾生是「果」，是嗎？一因可以生很多

果的，佛家反對，一因不能生「果」的！一定要怎樣？「因」，一個因還要有很多

「緣」輔助它，一個「因」，又有眾緣結合，然後才能生「果」的。

即是換言之，只有一粒穀種，不會產生米的！還要怎樣？增上緣，何解？當輔助

解，還要有很多輔助它的條件，例如你想種一棵禾，放一粒穀在那裏，還要什麼？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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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沒有泥怎能生禾？穀是主因，但是沒有泥也不行的，禾(泥)是緣，增上緣了，還

有淋水，水也是增上緣，你有泥沒水也不會生禾的，還有，沒有肥料也不行的，別人

有一幅田，有肥料的，那些穀一棵禾有九條穗，一禾九穗的，你就奀嫋鬼命(細弱不

足)只有一棵何的，怎同？即是別人養仔，條件具備的，都不知多壯的，打架都差不

多一定打贏的，你那個被風吹就倒了，怎同？這是條件的問題，這個問題你現在要了

解了，來到這裡就順便告訴你。橫枝那些就好了，你想一件東西要成功，你要怎樣？

製造條件，你明白嗎？條件具備它就產生了，

最緊要「增上緣」，你說是「增上緣」？很簡單！誰說很簡單的？一棵禾除了泥

土，除了水，還要什麼？陽光，沒有陽光它不生的，這樣夠了？還未夠，還有一個人

要耕田，那個農夫，是嗎？夠了？還不夠，還要那些氣候變化，如果今年的氣候變

化，你以為有雨就可以？但是日日下雨，連下三個月，你的禾就全漚爛了！是嗎？不

行的。還要這樣？氣候變化，還有，太冷也不行，太熱也不生禾的，北極不會生禾

的，所以氣候的變化也是原因。還有很多很多，你那些穀種在哪裏買回來的？你走去

買穀種，要有些人拿穀種來賣，然後你才行！這是間接的增上緣，都不知幾多！賣穀

種就行了！有人賣。還要，賣穀種的人要有媽媽生他出來才行的！是嗎？他媽媽也是

間接的增上緣，增上緣其多無比！他媽媽又要媽媽的祖父、祖母生她才行，再數上

去，人類最初是什麼？那些大猴子，那些猿人變的，是嗎？

那些，如果沒有那些猿人，就不會有我們今天的人了，牠也是條件，一路數上

去，一件東西的成功，那些增上緣就好像大網那樣，這個大網無邊無際，重重無盡的

這個大網，是嗎？這樣，這個增上緣，熊十力說佛家最精就是這件東西，講「增上

緣」。如果你是物質的現象，就是兩種「緣」就夠了，如果你說精神現象，你是

「心」，「心」與「心所」就不夠，譬如你的「心」想產生，只是有「因緣」、「增

上緣」不行，還要有什麼？「所緣緣」，這個就譯得令人難解了，鳩摩羅什那班人就

譯得太過咬文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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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個「緣」字就是當條件解，上面的「緣」字當什麼解？當「知」字，是

嗎？所知的東西，那個「緣」字當「知」字，不要用「知」，當「認識」，是動詞，

所緣。所認識的東西，這件東西亦是條件之一，那些叫做「所緣緣」，即是所認識的

東西。你的「心」起作用，一定有一件東西，有一個 object被你認識的，這個

object就是你所認識的條件了，如果沒有它，你怎能看到它？譬如我說，我看見一

張白紙，你先要有一張白紙你才能看到白紙的，如果連白紙都無，你看到什麼？如果

這塊是豬血來的，你只是看到豬血，你看不到白紙的。所以，所認識的對象，所認識

的對象是你的心起的時候的條件之一。

聽眾：羅公！那個「所」是不是「心所」那樣解？

羅公：那個「所」字不是！這個「所」字是一個英文的 pronoun，that，which，這

個which，which，這件東西是被我們「緣」的。

聽眾：不是「心所」？

羅公：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這個「所」是「被」，被我們認識的，「心所」的

「所」字是所有的，心所有的東西那樣解。你看下面，這個「所」什麼，譬如

我現在能飲茶，茶是被我所飲的，這個「所」字是不是一個 pronoun？

which，that，或者 that，which，這件東西被我飲的。

聽眾：即是能、所的「所」？

羅公：是！沒錯！這樣即是所有的「所」。沒有所認識的對象，你的心不能起的。

你說，又說我們的無漏智起的時候證真如是「無相」的，哪裡有東西呢？它有個

「無相」的「相」嘛！是嗎？是嗎？「無相」是一種 state，「無相」那種 state都

有的，所謂「無相之相」，即是「無相」那種情況都是他所認識的對象。連續、連

續，「無間」，中間沒有東西隔開的，叫做「等無間」的緣，連續而中間沒有東西隔

開的那種條件，物質現象不需要這種條件，精神現象，一個「心」就需要這種條件。

現在問你，譬如現在，一個細路哥(孩子)正在玩一輛車，很聚精會神地玩一輛小車，

忽然間，天上轟一聲起了一個大雷，那個細路哥被它一驚嚇，那輛車都忘記了，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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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雷了，是嗎？是不是那玩車的心，細路哥玩車時候的心與聽雷聲的心是不是連續

的？有先後的，先是玩車的「心」，後是聽行雷的「心」，是嗎？「等」，連續了。

無間，中間沒有東西間開的，玩完車突然就聽見雷聲，沒有媽媽叫一聲：阿蘇蝦！叫

一聲，聽見媽媽叫又聽到雷聲，是嗎？等而中間又無間的那種情況。即是說，那個

「心」起一定要有這個。

又舉個例，又舉，舉個譬喻，你去搭地下鐵，是不是有個東西擰、擰、擰那樣過

的？如果有一個人塞住在那裡不走，你能不能過得？能不能過得？不能過，要讓他先

過，讓個位給你，好了，那個讓位給你的就是你的「等無間緣」了，明不明白？他不

讓你，你就沒得郁。物質就不講「等無間緣」的，「心」就要講「等無間緣」，譬如

我現在正在想那輛車，忽然間我不想車了，就想行雷，那個想車的「心」就先停了，

就讓給我想行雷的「心」出現，是嗎？那個想車的「心」就是想行雷的「心」的「等

無間緣」，識不識解？識不識解？識？

聽眾：念佛算不算？

羅公：好了，你就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忽然間，那個電話呤一聲，你

就聽見鈴聲，聽見鈴聲是不是你的「心」？你念阿彌陀佛是不是你的「心」？

好，當你聽見鈴聲的時候，你還有沒有念阿彌陀佛？沒有念了，這樣就是念阿

彌陀佛的「心」停了，讓位給它，等它聽鈴聲的心出現，念佛的時候的心就是

那個聽鈴聲的時候的那個心的「等無間緣」，識不識？識不識？要識的！要徹

底，要「遍知」才行，不要點頭就算數，這個要「遍知」的，聽不聽得明白？

聽不聽得明白？不明白？

聽眾：即是一心不能二用了。

羅公：什麼？

聽眾：即是一心不能二用。

羅公：對了！即是一心不能二用，是嗎？你現在正在想你的兒子，忽然間你不想你的

兒子了，即刻想你的丈夫，有沒有這樣的情形？好，你想兒子的時候，你就不

想你丈夫的，是嗎？當你想丈夫的時候，你就不想你的兒子的，是嗎？你想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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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你現在想丈夫的時候，要把想兒子的心先停下，是嗎？讓位給你，讓你想

丈夫的那個心出現，明不明白？你想兒子的心就是你想丈夫的心的「等無間

緣」，「等」即是連續的，它先行，中間沒有東西間開的，聽眾：你所謂

「緣」是不是即是條件？

羅公：條件。

聽眾：因為你想兒子，又想丈夫，那個那樣。

羅公：即是她坐在這裡，Pauline坐在這裏，她坐在那張 ，另外一個人來想坐那張櫈

，坐不到的，要等櫈 Pauline 行出去了，整張 ，你就能夠坐下去櫈

了。Pauline就是他的「等無間緣」了。她是條件，她走開讓位給他，那個讓

位的條件，聽不聽得明白？回去想一想，聽得明白嗎？「心」起的時候一定要

具備四種緣，缺少一種都不行，那個心起的時候，那個因緣是什麼？你的思想

是因緣，是嗎？增上緣是什麼？心有多種，「眼識」又是心來的，眼看東西，

「眼識」是心之一，當「眼識」起的時候，我們能夠起眼識的那種力量，就叫

做「因緣」。第二，「增上緣」是什麼？最緊要是什麼？「眼識」起的時候的

「增上緣」是什麼？你的視覺神經！是嗎？如果你是盲的，你看不到東西的！

「眼識」起不得的，是嗎？最緊要的「增上緣」是你的「眼根」，視覺神經，

還有，只有這些嗎？只有「眼根」可以嗎？行不行？不行！還有什麼？

聽眾：光。

羅公：光線！黑麻麻你怎樣看到？除了光還有什麼？

聽眾：距離。

羅公：適當的距離，是嗎？如果有種東西現在放在北極，你怎看到？是嗎？要適當的

距離等等，是嗎？

這樣，這些增上緣很多的。這即是說心起的時候，「因緣、增上緣、所緣緣、等

無間緣」四種。解釋物質現象，這種通俗的解釋，甲種是不錯了，是嗎？但是解釋那

個「心」的因緣就很難解，解來解去都很難解的明白，是嗎？你要留給乙種來解答，

乙種不止這樣解答，還有一種奇的，令到你初期不肯信的！但你讀多一些書你就要

信，還一定會信！你現在三分二人不信的，我現在擔保你們，你們有三分之二人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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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講乙種的時候，但乙種才是真理，這麼奇的。為何這樣奇？無解，以前那個伽

利略，Galileo(1564－1642)是嗎？舊時那班神父就說地是不動的，是嗎？那班人說

太陽是郁的，後來伽利略他就說地是動的，太陽是不郁的，那個天不郁的，那位神父

火起來，就搞到要拉伽利略去燒，是嗎？那時是這麼野蠻的！好了，什麼東西是真

的？當然是伽利略講即是真的！現在科學都證明了。但是當時就說他是不真的，為何

不真？他們不明白，那班人不明白，那班人何解不明白？執著，執著聖經都沒有講，

是嗎？執著。即是一樣，你現在講乙種，包你講座上三分二左右，說不定四分三都說

不定。何解這樣？我們剛才說，先從物質講，何解那棵穀，種那棵穀就會生禾，穀是

因緣，禾就是結果，是嗎？

是不是那樣解？這種甲種講法就對了，乙種講法說不是！禾的因緣不是那粒穀，

那粒穀都是增上緣而已！禾是什麼？你這個人見到那棵禾，你這個人去種那棵禾，你

個人的「阿賴耶識」裏面有了什麼？有那種禾的種子，這粒種子不是那粒穀種的「種

子」，是有那種 power，有那種 function，有這種這樣的「種子」，然後要有緣具

備，有各種「增上緣」具備，這種「種子」就出現了，你找到一粒粒穀，又走去栽培

它，然後你見到禾那種東西的種子出現，你又見到禾了。

這樣就是那個什麼？你見禾的那個「眼識種子」，與見禾的「意識種子」，以及

能夠變出禾的那幅東西的那些種子，那堆種子就是「因緣」，其餘的都是「增上

緣」，不是真「因緣」來的。信不信陳芷君？你都信，是嗎？你聽不聽得明白？聽得

明白嗎？你聽不聽得明白？你都聽得明，信不信？不是很信。江漢霖識不識？聽得明

白嗎？這個，這個才是真的，那些都是什麼？世俗的講法，當你去講道的時候，你一

個佛教徒講道的時候，你就最緊要用世俗的講法，就不要用這種乙種的講法，這個乙

種講法比較勝義，比較勝義就沒有那麼多人了解，不止無人了解，還有人噓你，是

嗎？

所以你是音樂家，你不要去街頭奏貝多芬的什麼琴曲，是嗎？最好就那些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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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拿住那些結他，呯呯 印印腳那些，那些就對了，是嗎？你找個嘭嘭 violin來奏貝

多芬的小提琴曲說不定是沒有人聽的，是嗎？如果是第三、第幾交響樂，你請他去，

他說別搞了，我寧願去聽任劍輝的《帝女花》好過了，是嗎？這個勝義的東西就很

少，但我講給你聽，這個是真的，這個是方便講法，這個才是真的，你能夠，何解會

呢？第一，你先學一學《唯識三十頌》，識解，第二就《八識規矩頌》識解，然後再

讀一下唯識的書，最低限度你都要讀一讀我那本書，《唯識方隅》，這樣之後，你再

聽一下《解深密經》，這樣你就會懂了。這樣乙種明白了嗎？乙種，我們「心」裏面

那些見東西的種子就是「因緣」，其餘都是「增上緣」，「所緣緣」、「等無間

緣」，這是第二種。這樣，這裏結束了。

「緣故」，有為法的出現必須有緣，所謂「眾緣和合」，如果那些有為法是物質

來的，就兩種緣具備就可以了，「因緣」、「增上緣」。如果它是精神現象，就要四

緣具備才可以出現，「緣故」，識解了嗎？是嗎？「世故」什麼叫做「世」，過去

世、現在世、未來世。很簡單而已！這樣都不識？不是的，你識，識「世故」，普通

識就容易，如果你真是很深刻地識那個「世」，很難的！何解呢？現在一個問題了，

你就有過去的，有嗎？你現在是現在了，現在這裡搖頭晃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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