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別人說什麼？要貪，貪到極然後才能成菩提的，你就真是當貪心，依文取義？不

能夠！要依義取文，要知道佛不是這樣解的，依義取文。這種叫做「但如其說」了，

是嗎？只是依住經裡面這樣講，「未善意趣」，我在下面寫了，未能夠很善巧地了解

意趣，第四點，「未現在前」就是什麼？你看我的解，以未得定故，未得奢摩他，未

得定，未能將那些同分影像現前。什麼叫做「同分影像」？譬如你現在修不淨觀，觀

那個死屍很不淨的，這樣你在定中確是見到玲瓏浮凸整個死屍，很惡劣，很差的，叫

做「同分」，「同分」即是同類，「同分影像」。

譬如你觀藥師佛，我修藥師佛，觀藥師佛，你就觀想什麼？觀想那個藥師佛放

光，那個藥師佛放藍色的光照著你，你「聞所成慧」的人，未得「修所成慧」，想到

頭不見了腳；想到腳就見不到頭的，他如果是「修所成慧」的，就會整個藥師佛在那

裏玲瓏浮凸，一點都無缺的，現前的，他未得定，即是同類的影像，那個不是藥師

佛，只是藥師佛那一類的影子而已，就叫做「未現在前」。識解嗎？最緊要的，「未

現在前」，不要亂解，因為無那個「同分影像」現前，不過你見道那個是藥師佛的同

分影像而已，不是真的藥師佛，那怎麼辦？

它都不是，豈不是不靈？靈不靈在你的心，是嗎？你的心靈就是靈，你的心不靈

就不靈了。還有，密宗為了避免這種方法，密宗就這樣了，密宗修那個、修那個本

尊，你在修法的時候見到那個佛或者菩薩就叫做「本尊」，那個本尊普通有些人就觀

那個本尊在前面的，有些就不觀在前面，觀他坐在你頭頂的，有些人就觀你自己變那

個本尊的，直情變成他。自己沒有了，變成他，三種。

這樣變來變去都是你自己，是嗎？不是本尊來的，他就整多一味東西，譬如一個

本尊在這裏，他就修密法，他就觀想了，現在這個本尊在這裡，這個本尊是我變的，

這樣，然後用這個印，你走去問那些喇嘛，他會教你的，渣吽泵呵四個字，用那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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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那個印，即是現在放焰口那個、扭那個四個印，用那四個印，譬如這個佛在這

裡，藥師佛在這裏，藥師佛整個，藥師佛那裡有三個字，頭頂有個紅字，那個 oṃ

字，那個「唵」字，oṃ，頭顱那裏有個「阿」字，白色的，oṃ字是紅色的，白色

的，心口那處有個「吽」字，藍色的，那個「吽」字放……

那個佛，不是你，你如果觀想你自己就是你，那個佛那三個字，那三個字，心口

處藍色的，放出一道光，一道光焰，直衝藥師佛，直衝過去東方淨琉璃世界的藥師佛

那個淨琉璃國土，一路衝過去藥師佛所坐的蓮花下面，一下插在蓮花那裡，佛很慈悲

的，知道你的來意是想請他了，這樣，他很慈悲，即刻他就起程，承住你那道光，承

住那道光，一路比坐火箭還要快就回來，走入你的佛頭頂處，他的那些聖眾、左右全

部跟著他一齊來，一下縮到你的那個的佛頭頂處，進去！即是說，這個佛不是你變

的，是你與藥師佛兩個變的，這是共變，這個叫做開光，現在那些人開光是怎樣？整

個佛像在那裡，念、念、念照整，他入來的！

聽眾：查實、查實你說開光，佛就根本有光，何需要開？

羅公：實在是不要開光的，但是現在那些人要開，你要開，他就替你開囉！

聽眾：查實……

羅公：那些喇嘛確實有這種辦法的，他們有這個法的。你們修法都是這樣的，這樣，

這個印「渣」念一聲那道光就飛過，「吽」！那些光就飛到了！「泵」一聲就

拉他來了，「呵」一聲就走進去了，四聲。

聽眾：這樣講，那些光，你說「吽」一聲走進了那個佛像那裏，這樣那個佛像永遠有

個真的光在那裡了！是嗎？

羅公：你當它有，這些東西當它有而已！總之它就是這樣了。

聽眾：那樣還不如將那個佛的光放進我這裡？

羅公：但是這樣，你跟著那個喇嘛，跟那個上師，他就這樣教你，你又要依他，不然

他罵你的！是嗎？

聽眾：放進我這裡不是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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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你都不如法的！下次不要來了！他不教你的！那些密宗的人，密宗這些很緊要

的！你一定都要照足他，你不照足他，下次就沒交易了！這樣，如果你自己變

就他入你了，不過你修完了，譬如你修堂法一個鐘頭修完，你又要把他送走

的！

聽眾：什麼？

羅公：要送他走的！不然怎樣？

聽眾：那就跟著你了？

羅公：一會進廁所還要帶著它進去！

聽眾：這樣不是跟著你嗎？

羅公：這樣於是又有兩派有不同的見解了，一派就說不信的！它走了進來就是了，好

像開光那些，他就在這裡了，你這些人犯了它，你就不得了，那些護法神就打

你了，因為它那個佛有份變的，就不去的，尤其是自己變的，自己變藥師佛，

以後我就是藥師佛了，這樣就時時我就是藥師佛了，要整日這樣的。這樣有這

樣的好處，他不敢胡作非為，因為我就是藥師佛，怎能亂來？是嗎？聽眾：查

實都是這樣好的。

羅公：什麼？

聽眾：查實都是這樣好的，整日說自己是佛。

羅公：這樣有這樣的好。

聽眾：你自己不要自高自大就可以了！

羅公：是呀！這樣我就是藥師佛，藥師佛整日就是我，整日指導我的，有什麼我都不

會行差踏錯的。

聽眾：是呀！整日跟著你。

羅公：有什麼他會告訴我知道的。其實哪裡是他告訴你，是你自己的心告訴你知道。

這件事是不對的，剛好別人夾塊狗肉給你吃，食啦！好像藥師佛告訴你，你不

要吃那樣。其實是你自己的心告訴你而已！是嗎？不過就有這個好處，哪敢亂

來？是嗎？因為藥師佛在你那裏。這樣有些人就不信的，有些人就把他送走

的，有些人就連請都不請。

聽眾：喂！查實那個佛我覺得要在你那裏就在你那裏，不要在你那裏，就不在你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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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對，譬如你這個人很壞的，我走去你那裏做什麼？

羅公：他壞極，在這一點來說它很好的，是嗎？總之現在那些人學密宗就一定這樣

學，我的老師都這樣說了！其實你的老師這樣說，別的老師就不是這樣說了，

是嗎？

聽眾：各執一說。

羅公：你一讀多一些書，你就知道方便多門，你要不就樣樣都不信，要不就自己揀一

種，是嗎？夠了！這樣如果你修，修前面那一個，他要請個佛的！請個那個

佛，他要把他送走的，那個影子。

聽眾：怎樣送？

羅公：送？將那道光整回去，他很慈悲，他加持我已經可以了，他走人了。

聽眾：你好走了。

羅公：如果修東密就更麻煩，修東密，你毗盧遮那佛或者觀音菩薩，你請就要去極樂

世界，請個觀音，也是念這四個字，這四個字它就不是用光，用印，

聽眾：唵阿吽。

羅公：用寶車輅，用我的心變起一輛寶車。

聽眾：請他來。

羅公：那架寶車乘空而去，去到極樂世界的觀音菩薩面前，他慈悲，上他的車，那架

車一下就進來，下來就在頭上面，入那個佛像那裏。

聽眾：如果這樣講法，你都是幻想來的而已！是嗎？

羅公：是呀！

聽眾：幻想就好像人家做魔術師那樣？

羅公：這就是了。

聽眾：是嗎？

羅公：如果用科學來解釋它就直情是幻想，但是密宗的人說這樣就可以了！幻想幻得

緊要它就會變的，會變成這樣的。

聽眾：可能是的。

羅公：幻想幻得緊要，幻想幻得緊要它真是，那個開過光的佛像，請個佛加持進去

的，你整它就會周身蟻(有麻煩)的！我有個世伯買了個佛像，死了，叫做許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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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聽眾：誰整他？那個佛像整他？

羅公：嘿！說那些護法神整他！他一整了，他這樣的，西藏那些喇嘛，他買了一個西

藏佛，所以王亭之整日叫人不要隨便買西藏佛，尤其是不要買那些鼓，不要買

那些吹簫的那些簫，那些簫每每是那些人臨死遺囑，說用那條腳骨用來布施做

簫，他拿去給那些喇嘛刮清那些肉，將你的腳骨來整支簫，只有那些喇嘛吹就

可以，你這些人拿來吹就有些護法神與那個，如果那個死的喇嘛……

聽眾：死者？

羅公：他不能去得極樂國土，不能去的，它就整天跟著那條腳骨，你拿著它的時候，

你就要好好供養，除非你有道德，你無道德他就整你！他不甘心，這樣有些，

王亭之講過，有些人試過買一條簫搞到全家不寧。

聽眾：喂！這樣這些東西算不算是魔？

羅公：它又不是魔，你自己無其德，你做什麼？你自己都是兵卒都不是一個，你卻穿

起五星上將的服裝，你穿起上來，他不整你整什麼？一定的！你無德嘛！或者

這樣，他能夠這樣布施，可能有那些鬼神，那些護法鬼神就保護他，你這個人

亂拿這支簫來這樣搞，那些鬼神就整你了！鬼神不識的，只是保護那件東西而

已！這樣，我那個世伯叫做許菊生，不是許菊初，許菊初是醫牙的，許菊生是

做律師的，他去買了個西藏……明解脫義，未解就不能得解脫道，「聞所成

慧」的，解到這裡，「聞所成慧」有這六個特點，這樣「思所成慧」又怎樣

呢？有三個特點相同的，又有三個特點不同的，就留將來講了。

聽眾：90 年 4 月 29 日。

羅公：修止觀的人，每每這樣講，他怎樣講？

時時看到那個「智」字，「智」就「智」慧，「智」，「智」字，那些深入的智

慧，如果你是西人譯就譯做 wisdom，如果淺一些譯，廣義一些來譯，就譯做

knowledge，那個「智」字就是兩種譯法，應該譯作 wisdom的。「見」，見到的

東西就是什麼？view或者叫做 believe，本來 believe 譯得不對的，那些人就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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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believe是信，是嗎？View，point of view，「見」。彌勒菩薩講什麼叫

做「智」？什麼叫做「見」？佛家這兩個名詞，不過我講給你聽，不是很重要，佛經

裏面講「智」與「見」的分別，有種種不同的講法，無著的《大智度論》，有大幅文

章來講什麼叫做「智」，什麼叫做「見」，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也是很多文章

來講什麼叫做「智」，什麼叫做「見」，講來講去我們都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清楚，

這本經講什麼叫做「智」，什麼叫做「見」都不是很清楚，即是換言之，佛經裏面講

「智」與「見」的分別，沒有一本是講得清楚的！

不過雖然是這樣，我們應該依什麼？它都不清楚，我們依彌勒菩薩呢？抑或依龍

樹菩薩呢？抑或依《解深密經》呢？是呀！照理就應該依《解深密經》，因為這本是

了義經，但是《解深密經》都講得不是很清楚，它也講得不是很清楚的。我們就揣測

他的意思了，揣測的意思，揣測的結果，唐朝的人，唐朝那些法師很聰明的，唐朝的

法師，尤其有個叫做什麼？有一個高麗人，那些韓國人，Korean，有一個他來做和

尚的，叫做如理，他推測得很好，他推測到，「智」與「見」是相對講的，不是、不

是孤立來講的，「智」與「見」。他說，依據《解深密經》的講法，照《解深密經》

的那種意思，依《解深密經》的那種精神來講，就是什麼呢？

了解一種問題，任何一個問題，任何一種東西，都有「總」有「別」，總、別相

對，了解總相的就稱為「智」，凡是了解別相的，就稱為「見」。依據《解深密經》

的精神是相對來講的，不是孤立來講的。「見」。這樣既然是相對來講的，就是

「總」與「別」相對了，總就是 general 了，別就 particular 了，一「總」一

「別」。這樣即是說，上文講，這本經的上文講，有些修奢摩他，緣毗缽舍那修止

觀，有些是緣總法的止觀，是嗎？

有些是緣別法的止觀，上文不是這樣講嗎？這樣「總」、「別」相對，然後有所

謂「智」，有所謂「見」。緣總法的，了解總法的，那種知的作用就叫做「智」，了

解別法的就叫做「見」。即是說舉個例子來講，譬如我，你們一班人在這裏，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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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些來看，這一班都是聽眾，很留心聽我講課的，這樣就總了，別是怎樣？就是逐

個逐個推敲，陳怡初是什麼出身？江漢霖是做什麼職業的？他到底來了幾次？有幾多

次沒有來，逐個逐個推敲就叫做「見」，是嗎？

這樣就是「總」與「別」了！「智」與「見」的分別，這樣講法有什麼特殊？特

殊之處就在這裏，一路將「智」與「見」一路推，推廣它，推廣了它，整個宇宙的叫

做「智」，整個宇宙，在整個宇宙，universe，對整個宇宙來研究就叫做「智」，那

種觀察力叫做「智」，對於這個宇宙裏面的每一部分的東西，每一部分，各種各類的

事物，不是整個的，各種各類的，言下推敲的，研究，研究，這個「覈」者，這個

「覈」者，當驗字解，覈驗，檢驗，那個「覈」字當檢驗解，研覈推求的，就叫做

「慧」。

這樣就不是這麼簡單了，剛才說這一班人，那樣就很簡單了，現在將它擴大又不

是簡單了，這樣還未、還未夠推到盡，再推盡些，再推盡些就是這裏了，通達宇宙本

體的，一個二個現象都不理的，直情看這個宇宙本體，宇宙本體就叫做 reality，能

把捉那個宇宙本體的，那些叫做「智」。了解現象界裏面各種現象的，這種叫做

「見」，「見」有多少什麼？要憑藉邏輯的，憑藉計算、憑藉邏輯的，推理的，

「見」。「智」就不是了，直接把捉的，照這本經的意思，即是那個如理，

聽眾：哪個「如」？哪個「理」？

羅公：韓國人，啊！不是！不是！不是如理，唐朝一位法師是新羅國人，即是現在韓

國，新羅國人走來中國留學，回到去就將《瑜伽師地論》的註釋總合成一本，

叫做《瑜伽師地論記》的 100卷書。這位韓國人，在唐朝韓國有三位法師很

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替《解深密經》做疏的那個圓測法師 (613－

696)，《解深密經疏》，第二個就是太賢法師，有一位太賢法師。研究唯識

研究得非常之精的，現在他那本書出來都是佛教經典著述之中都是第一流的，

就是太賢法師。第三個就是那個了，遁倫法師，如果你是韓國人，最好不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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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忘祖，將你自己的祖宗，太賢的思想，或者是圓測的思想，或者是遁倫法師

的思想做一個整理，寫一本書，不錯的！現在已經有了，哈佛大學有一個韓國

人寫博士論文，前年還未拿到博士，還在寫，我知道，今年應該已經拿到博士

了，他就寫什麼？寫圓測法師的思想。他寫那篇論文譯做中文叫做什麼？圓測

法師的生平及其思想，韓國的和尚，去哈佛大學讀博士的。但是他就不是穿和

尚裝的，穿西裝的，好像日本人那樣，日本法師他要拜佛的時候，他把那條袈

裟折成一條那樣跨在頸上拜佛的，那些日本袈裟。有沒有？劉萬然你有沒有這

些袈裟帶來？

聽眾：口水肩。

羅公：什麼？

聽眾：口水肩。

羅公：口水肩就有，是嗎？問，「智」與「見」我講過了，就整個來講，「智」與

「見」是相對講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孤立來講的，相對來講，大抵上

就是這樣，了解總相就叫做「智」；了解別相就叫做「見」。因為「見」就一

定要推敲的，「智」了解總相是不須推敲的。這樣到最後，到最高級的就是通

達宇宙本體的就叫做「智」，即是真如了，宇宙本體即是真如，證真如的那些

叫做「智」，了解各種現象的就叫做「見」。再換句說話來講，真如即是勝義

諦，宇宙現象即是世俗諦，即是說了解勝義諦的叫做「智」，了解世俗諦的叫

做「見」，聽不聽得明白？兩種不同的 knowledge。

這樣，你先了解，你看經就很容易看了。辛二，六十九頁，辛二，答了。咦！還

未！不是講「智」與字「見」，是嗎？上文講的，彌勒菩薩問他，有所謂「聞所成

慧」，又有所謂「思所成慧」，又有所謂「修所成慧」，這三種東西有何分別呢？是

嗎？這樣佛就答，我再讀過，答裡面就分兩小段，一段就釋，一段就結。壬一是釋；

壬二是結。現在先看壬一、釋，釋裡面分三段，何解分三段？三種慧，故分三。壬

一、癸一、癸二、癸三，癸一解釋「聞所成慧」，癸二解釋「思所成慧」；癸三解釋

「修所成慧」了。修慧，那個「慧」字矇查查(不清楚)，改回它。現在先解釋「聞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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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解過了！

羅公：解了再讀，看回它，「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聞所成慧，依止於文，」記

住！「聞所成慧」有六個特點，有六個特點，第一點「依止於文，」依靠文字

的，不離開文字的，沒有文字他搞不定的，這個「依止」西方人譯就譯做什

麼？譯做 depend，要靠文字，依靠文字的。第二個特點，「但如其說，」這

個「如」字即是依照，完全依照文字表面的意思所講的內容，它不能夠深入了

解意思，因為經裏面有時表面上看不到它真正的意義，深入的，但如其說意，

「但如其說，」即是什麼？佛家就要主張什麼？第一就是依法不依人，是嗎？

《涅槃經》講的，第二呢？第二是什麼？

聽眾：「但如其說」。

羅公：依義，「但如其說」就依「語」，不能夠依義，要記得，你都記得一些，舊時

那個陳芷君問她都記得的！現在又退步了，問她很多都答不到。陳芷君呀！初

時，她今天沒有來。唐朝考試有一科叫做「明經科」，唐朝考試就普通分兩科

的，一棵叫做「明經」，一科叫做「進士」，明經科就專門考那些老學，那些

學究，講經學，每一節，一章一節怎樣解的，進士主要就是做詩造詞的，造詩

做賦的，進士科，這樣，考明經科有一種叫做括帖(帖括)，怎樣叫做括帖(帖

括)呢？

在一本經裏面，整段經抄出來，括幾個字，不要頭，不要尾，你將這幾個字解出

來，你將它解出來，括住給你，只是叫你解釋這裏，你要解的時候，你要說明這本經

是出自哪一本經，這本經裏面的第幾章、裡面第幾句都要能講出來，括，即是好像現

在那些基督教的那些人怎樣？研經那些，挖一段經出來，要詳詳細細地〔探討〕，你

不要以為基督教徒才識這套東西，我們七百幾年前，唐宋時候已經懂得這套東西了，

考那些八股文，考那些學究，「括」；「帖」就更弊，直情就是小學生，貼著頭，貼

著尾，你明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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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段經整段抄出來，挖去幾個字貼住，叫你加回去，即是好像現在那些什麼？

fill in the blank，即是那些，不知那個孩子在學校要不要做這些？那些叫做「帖」，

去考殿試，有些考到六、七十歲都未合格那些，要考那些，叫做括帖(帖括)。數學家

就要講道理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那些數學家叫做義理，義理

即是哲學那樣解。

大道理我們要講。不是逐個字，字執句著的，你這些每個字字執句著的就是括帖

(帖括)，沒有用的！對人生沒有什麼大好處的，你專門做學究而已！這種人無用的！

不過葉文意現在改變了，現在要講《金剛經》了，照我的那個分法來講，打電話對我

說，這樣好不好？我說好，這即是說，我現在這樣說她對她無損，是蠢的人就以為對

她損，聰明的人就知道她無損，對她還有益，即是說，她現在還是守住家法的。你明

不明白？她的功夫不是亂打的，她的出手都是有家法，她即是告訴別人這樣。我這樣

罵她對她有益的！那些蠢人以為，你又罵人了！我老婆說：你整日罵人！我罵她，第

一，我罵她可以替她消罪，最好的，如果你做媳婦，最好俾家婆(家姑)去罵一下，可

以替你消罪的，

聽眾：很難得的。

羅公：這個就是……

境界美麗的似觀，都不像觀的！是嗎？好了這樣，譬如你修念佛止觀，你只是念

《阿彌陀經》沒有用的，我講給你聽，將它念熟都沒有用的！只是蠢材而已！要怎

樣？將《阿彌陀經》裏面所講的那些東西，「彼佛國土無三惡道」如此這般，將那些

所觀的套入去境界，成為一種有分別影像，沒有的，沒有惡道的，只是美麗的，怎樣

美麗？那些什麼「七重行樹，七重羅網，」都是用七寶來造成的，觀它的玲瓏浮凸那

樣觀的，「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其中「八功德水」是如何清泠，阿彌陀佛是怎樣莊

嚴等等，是要整幅這樣觀的！這樣你念文字來做什麼？但依於「文」而已！那本東西

沒有用的！識解就了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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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以為念《阿彌陀經》就大功德，那麼觀的功德不是更加大？是嗎？「但依

於文」而已！你自己低級！是嗎？好了，觀到純熟的時候，觀的時候兩種人，一種有

那本《觀無量壽經》，教你怎樣觀、怎樣觀的，你可以，只念《阿彌陀經》來修觀不

行的！

怎樣《觀無量壽經》，教你怎樣觀的，這樣，你看的時候，照那本經怎樣講法，

你就想，在那裡想，好像幻想那樣想，想的時候，未現在前的，你不能夠整幅在那裡

的，當你想到「池底純以金沙布地」，你只是想到那個池，只是一粒一粒金沙而已，

就見不到那個佛的，也見不到「七重行樹，七重羅網」的，當你想到「七重行樹，七

重羅網，」你在那裡好像種樹那樣一列一列在那裡，你就見不到其它的東西的，這樣

即是整幅境界都未現在前，觀阿彌陀佛，觀想他的腳的時候就沒有頭的！

想到頭的時候就不見腳的！叫做「未現在前」，「現在前」是怎樣？整幅在這

裡，親歷其境，「聞所成慧」就未現在前，那就更加講不得現量了。你行不行？能不

能夠現前？能夠整幅現前，是嗎？是的，只是念經沒有用的，你要這樣觀的，你觀得

熟，臨死的時候，忘記了其它東西，你熟悉這幅〔景象〕不忘記，只是見到這幅你就

往生了。不過都很難的！臨死的時候，最怕你拉屎拉尿了，你還有那幅？沒有了！是

嗎？所以你要講你的衛生各方面，最好就有人助念，不記得就有人提醒你。「隨順解

脫」，「解脫」者，兩個解法，第一就是解脫道，那個無漏智起的時候，先來一個加

行道，是嗎？加行道之後就一個叫做什麼道？

聽眾：無間道。

羅公：什麼？無間道，是嗎？

第三，無間道之後就解脫道了，他未能有解脫道出現的，一個解。第二個解，

「解脫」者，涅槃的別名，解脫道涅槃，亦可以。「隨順解脫，」即是說，不是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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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就得涅槃，但是你肯讀經，總有一天你會得涅槃，都是「隨順」。第六個特點，

「未能領受成解脫義。」「領受」是怎樣？用現量去體驗接觸到的，好像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直情接觸到的叫做「領受」，未能夠「領受」什麼？「成解脫義」。

「成」者，成就，成就，成就即是得到，得到什麼？得到解脫的那種境界。這個「解

脫」又兩個解，一個就解脫道，是嗎？一個是指涅槃了，這樣，「聞所成慧」就有這

六個特點。「思所成慧」呢？「思所成慧，亦依於文，」這一點相同的，就「不唯如

說，」這個不同了，不只是依著他所講的，還會自己引申的，是嗎？

第三、「能善意趣，」能夠很善於瞭解，這些是否是佛的本意呢？抑或是四種意

趣中某一種意趣呢？四、仍然未到家，「未現在前，」「思所成慧」都「未現在

前，」何解？「思所成慧」還未得，「思所成慧」任你做到最了不起，三藏十二部經

全部通達，你如果只有「思所成慧」，你只是一個教授而已，一個學者而已。何解？

因為「聞所成慧」、「思所成慧」都是散心，記住，我們的心有兩種，一種叫做「定

心」，一種叫做「散心」，定心的「慧」然後才叫做「修所成慧」，散心只是「聞所

成慧」與「思所成慧」，因為他還未得到定，所以它「未現在前，」仍然是「未現在

前」。

第五、「轉順解脫，」這個「轉」即是更加，更加接近解脫了，都還未得正式了

解這個解脫的。第六、「未能領受成解脫義。」一樣，是未能接觸到「成就解脫」的

那種境界，「義」字當境界解。那天就講到這裏了，是嗎？這樣就「修所成慧」了。

陰版那邊第三行，即是辛一，第四行，辛一，對上上面那些，對上上面那一行，你看

到嗎？思慧有六相，思慧有六個特點，一、四、六，這三種就同聞慧，與聞慧相同，

是嗎？「如」就不同了，其餘那三種就不同了，明白嗎？改回它。

好了，解釋修慧了，修慧一定要在定中的，聞慧行不行？不行的！要入得初禪以

上，初禪近分以上，在定中，那些才算的，「若諸菩薩修所成慧，亦依於文」，一、

不是不要經教的，是嗎？不是禪宗那些，那些經教不用理的！不是的，但是它「亦不

依文」，他是依文，但是他不死咬住那些文，「亦依於文亦不依文，」這是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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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依於文亦不依文，」第二、「亦如其說亦不如說，」亦依照經文裏面的講法，表

面文字的講法，但是他亦知道它的意之所在，「亦不如說，」這樣就變成活學活用

了。第三「能善意趣，」這個又進一步了，究竟佛這樣的講法是不是他的本意呢？抑

或是另外四種意趣中的某一種意趣呢？他能夠很善巧地去了解，第四個特點。「能善

意趣，」這一點、這三點第一、第二點過一些，是嗎？第三點就直情不同了，是嗎？

第四點、「所知事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現前，」即是能現在前，這句又何解？「三摩

地所行影像」，「三摩地」即是入定的時候的心，入定的時候所緣，緣就是所了解，

所了解、所見到的影像，image，影像。

我們，譬如你修念佛止觀，你觀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境界，你就是整幅影子在那

裡的，好像電影那樣的，是你的意識創造那幅影子在那裡的，那幅做影像，那幅影像

是什麼？相同於經裏面所講的，與極樂世界，依據釋迦牟尼佛的介紹，與極樂世界那

幅真是一樣的，差一點而已，是嗎？經裏面所講的叫做「所知事」，是你所了解的東

西，最好的，真正極樂世界就更加所知事了，是「同分」即是同類的，相似，「同

分」即是相似的，我現在定中所見的影像與《阿彌陀經》所講的同類的、相似的影

像，《阿彌陀經》所講過的東西，我在影像中全部現出來。所知三摩地裏面的所行

的，「行」即是所觀的，三摩地所觀的影像。這種影像是什麼？所知事的同分，與我

們經裏面所講的，我們所知的東西相似的，形狀相似的，識不識解？

「現前」即是，「現前」即是什麼？represent，呈現出來。第六點、第五點，

「極順解脫，」上文是主，「聞所成慧」就是隨順，是嗎？「思所成慧」就「轉

順」，這裡是怎樣？「極順解脫，」而且能夠第六個特點，「已能領受成解脫義。」

有多多少少成就解脫的境界，你能夠領受到了，這個是「修所成慧」，修慧「亦依於

文」者，那個「文」字，「依於文者」，何解他要「依於文」？或時是依教而取……

「亦不依文」者，什麼叫做「亦不依文」？或時離教而取義故，有時釋迦佛講話的言

外之音你要怎樣？在經文之外了解才是的。他說他能夠怎樣？現在前，是嗎？何解那

個現在前？我解釋給你聽，已得定故，名現在前，已經到定了，仍然在定中現的，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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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他可以「領受成解脫義」呢？我講給你聽，修慧通無漏，聞慧、思慧通通是有漏

的。

聽眾：老師……

羅公：修慧就兩種，一種是有漏的修慧，一種是無漏的修慧，見道以後的那些就多數

是無漏的修慧。未見道之前，〔即使〕入了定都是有漏修慧。很嚴格，即有個

規矩給你的，不是說聞、思、修就亂講一通的，很有標準的。

好了，下面壬二就結了。「善男子！是名三種知義差別。」「是」即是這、「是

名」，這叫做那三種了解義的不同處了。我已經講了，剛才一下答了，不用再講了？

是嗎？我讀一讀它，庚二、顯智見差別。裡面分兩段，辛一、問，辛二、答。辛一就

問了，「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彌勒菩薩又問佛了。「世尊！」叫一聲他，「世尊

(啊)！修奢摩他、毘 舍那」，「奢摩他、毘 舍那」即是止觀，修止觀的「諸菩薩鉢 鉢

眾，」那些菩薩，「知法知義，」那些菩薩又要了解法，這個「法」字者，那些經

教、經文，「義」，經文裏面的道理，「知義」，當他「知法知義」的時候，就要用

什麼？用智慧，那些智慧有些就叫做「智」，有些就叫做「見」，「云何為智？云何

為見？」怎樣就叫做「智」？怎樣就叫做「見」呢？識解就很容易解。

下面佛答了，辛二、答。第一就先答應他，「許」，同意我講給你聽，第二是

說，正式講了。壬一、許。「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啊)！」叫一聲他，「我無量

門宣說智、見二種差別，」一句。他說：我已經在無量門，「門」即是角度，角度即

aspect，我在很多個角度裏已經宣說「智」與「見」兩種的不同，「今當為汝略說其

相。」現在我再為你簡略一些來講一講，兩者不同的情況，下面就說了。壬二、說又

分兩段，一讀就行了。第一就釋「智」；癸一就釋「智」；癸二就釋「見」了。釋

「智」，給回你，「若緣總法修奢摩他、毘 舍那所有妙慧，」修止觀的時候那種好鉢

的智慧「是名為智」；叫做「智」；何解叫做「妙」？就是善的慧，好的慧那樣解，

是嗎？因為「智」也有不好的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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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癸二，釋見了。「若緣(所有的)別法修奢摩他、毘 舍那所有妙慧，是名為鉢

見。」　識解了？識不識？陳義初？在書那裡抄出來的，緣理的、緣理總法的妙慧名

「智」，「緣」就觀，了解，「理」，這個「理」指真如理，即是勝義諦，「總」，

「理」固然是「總」，除了「理」之外所有一切總的東西，「理」與「總」的東西，

那些妙慧就叫做「智」，「緣事」，「理」與「事」是相對的，「理」就指真如，即

是宇宙本體，事就指現象界，緣事的，緣別法的，那些叫做「見」，這個識解了？識

不識？以上完全講了，下面教你怎樣？下面是遇著問題發生你怎樣對付？下面：戊

二，戊一就講了知法知義，已經講完了。下面戊二就除遣諸相。「相」者，修定的時

候遇著，有很多執著的東西，「相」，本來是無相最好的，總之是有障礙的相出現你

怎樣對付它？

下面這個就教你對付發生問題了。己一，第一段，問答來到分別，「分別」即是

說明，說明什麼？除遣諸相，說明怎樣除遣諸相。「除」就除去，「遣」者，就是拋

棄，放開，放低，「除遣」即是放開它、不要它。己二、問答分別。堪任觀察，怎樣

修定？修到怎樣才是堪任？那種觀察者，指這個修觀的時候，了解那種定境。己三，

問答分別。難除諸相，當你修定的時候很難除去的，那些難除諸相你怎樣除去它的方

法。

現在己一，問答分別除遣諸相。分四段，庚一、問；庚二、答；庚三、徵。

「徵」者，那些是什麼？再問、反問、再問，再問就叫做「徵」。庚五、釋，詳細解

釋。現在庚一，問了，彌勒菩薩先問。「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又問佛了，世尊！叫

一聲他：「世尊！修奢摩他、毘 舍那諸菩薩眾，」即是那些修止觀的菩薩，「由何鉢

作意？何等？云何除遣諸相？」如果讀這些，普通講「由何作意？何等？云何除遣諸

相？」這樣讀的，但是一用新式標點就不能這樣了，由何、問三個問題，第一遇著有

種種相出現的時候，第一「由何作意」，那個「由」字即用，用、經由，用，這個

「由」字當用，用哪一種作意，作意就當觀，觀些什麼來破除那些相？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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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作意的時候就觀，何等諸相，這個「何等」者，何等即是什麼？英文的

what are，諸相，哪些相？何等，這個諸相 understood了，你要自己補回去。何等

相？「云何除遣諸相？」「云何」即是 how，怎樣去除遣那些相？「何等」就是

what，「云何」就是 how，三個問題。答了，庚二、答，分三段，問題有三個，就

分三段來答。辛一、答由何作意。用哪一種觀法來到對付？辛二，除何等相？到底除

相是隨些什麼相？辛三、除相的方法，用什麼方法去除？你讀《解深密經》，修定的

時候，參禪修禪就激死那些師傅的，根本就不用師傅，已經全部教你了，釋迦佛自己

教，什麼相來，左來左擋，右來右擋，怎樣來怎樣擋都全部講給你聽了，何須去問師

父？師父都要問他。是嗎？所以那些人不講這本經的，如果你講就不用問他了，他就

變成少了很多徒弟親近他了，用什麼作意呢？

譬如我修禪有問題，他就答，觀真如作意，「真如」是什麼？有一個無相的真

如，這個就是什麼？「諸法空相」！「是諸法空相」，這個「諸法空相」，這個真

如，空性，真如即是空性，空、一切諸法空，一切執著都沒有的時候的那種狀態，那

種狀態就叫做「空性」，這個空性是真實的，不是假的，所以這個是真實的，永恆

的，常常如此的，所以叫做「如」，「空性」即是真如，這個真如是什麼？《心經》

教你觀「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觀這些。真如有生嗎？無生的，一路這

樣觀，「由真如作意」，作意來到觀這個真如，即是作無相觀，「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就要怎樣？「諸相非相」這個就是真如了。這個「如來」就是真如來的！「若

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好了，這個已經答了第一個問題，無間接，直接了當。是嗎？第二個問題就多

了！何等相，很多的。辛二，答除何等相。跟著他說，除了什麼相？「除遣法相及與

義相；」兩種相。你說，見到魔，那些不算相，修定時見到大頭魔鬼走來搞，那些根

本就不在乎，這些你念兩聲咒它就走了去，這些不在乎，最緊要是什麼？「法相及與

義相」，「法」者，那些文字，你讀了這麼多經，一坐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句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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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文字相了，「法相」即是文字相，「義相」即是道理相。你說那個是真如，有件

東西叫做「真如」，這樣就死了！這個「真」者，不是假的，就是真的，就觀它不是

假的，「如」者，常常都是如此的，永恆不滅的，這樣就是「如」。這樣即是有這種

「義」在這裏了，這樣你就衰過舊時了。

你見到魔鬼就容易除去，你說整個真如出來你怎樣除去？怎樣整它出去？是嗎？

魔鬼容易整，真如就難整了！你說的那個真如不是真的真如來的！這樣你如何撇了它

呢？你撇走它，撇走了又有另一個假真如，一路來的，第一就排遣了「法相」，排遣

「義相」。「法相」者即是文字，經裏面的、經教裡面的文字的相。第二是經教裏面

所講的道理，那些義理的相，它很簡潔，兩種相，一種法相，一種義相，你排得去便

是佛了，只是這麼多。即是說，過得海便是神仙，最怕你過不了海。這個「法相」與

「義相」的大海你過不得，不能過你就會溺死了。

我有一個世伯後來就學佛了，學佛，因為他前半生做了一些多行不義的東西，結

果後半生直到 86歲被共產黨拉入監，在監裏面病死，子孫固然沒有人看他，連醫生

也沒有得給他醫病，那個誰？你們食五蛇羹那個，太史五蛇羹那個，叫做江孔殷

(1864—1952)，江孔殷他最喜歡講過得海便是神仙，最怕你過不得海！他就甚有，

這個人就氣魄很夠的。他家裏有大把錢，他考試中翰林，那些人就拆他台，他去到北

京，你以為以前中翰林，你們怕聽我這些話你就可以先走，這些垃雜嘢(閒聊)。

舊時中翰林，你不要以為中翰林就實有學問，一句話，如果你無錢你就不容易中

翰林！不是說絕對不行，無錢就不容易中翰林。即是今天來講，如果你沒有錢你不容

易拿博士，何解？你最低限度拿錢去留學嘛！拿錢交學費，你以為你在加拿大讀博士

交學費一年很少錢嗎？不是的！無錢你就不行！無錢就連過海也不行的！你沒有錢，

你去溫哥華行一下。

聽眾：翰林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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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翰林？用龍圍繞住的，題目來的，一個題目，題目有整整七篇題目的，問答來

的，一開首是怎樣的？一定是這樣的，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那樣的，奉天承運

的皇帝，「制」即是皇帝的命令，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這樣就講了，講幾句籠

統的話之後就問了，爾多時，即是你班這班人，已經學了這麼多年了，現在就

走來參加殿試了，現在考問你，例如什麼？例如即是這樣，中國幾千年來，黃

河不斷有水患，治河能夠免水患的，以哪個朝代，哪個人最能幹呢？

聽眾：大禹。

羅公：你就要答了，很簡單而已。某一個朝代，某某哪個。例如這樣，目前的黃河仍

然是每若干年，每幾十年就有一次禍患，在你的意思，你又認為怎樣去施救

呢？你又要提意見的，如果沒有預先知道題目哪裡答得到這些？治理黃河，別

人的意見就做得這樣好了，現在還不斷有水患，你認為要怎樣搞才行？這個是

專家的題目來的！你就答。又再問，古代就以物換物，後來就了金錢了，有錢

了，又或者用金屬或者什麼了，這樣用錢，後來整到漢朝的時候，不是！後來

那些錢最初就有什麼？這樣錢，這樣錢，好了到了某個時代，就有了叫做半兩

錢，再後來有了叫做五銖錢了，這兩種錢，何以會產生這兩種錢呢？請你就你

所知來對，連續問的，沒有說連一個字都不離開的，連續問的，又沒有標點

的，你就要答了。

秦朝的時候就整出半兩錢，漢武帝的時候就整五銖錢，如何如何，原原本本講出

來，讀少一些書都不行的！最緊要有天線，這樣答到大概是第七頁左右就完了，那個

題目完了，完了之後然後說什麼呢？請你將你所聞的擬對，「朕將親覽焉」，我親自

會看的，最尾那句題目，一開首就「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最尾那句就是「朕將親覽

焉」，我親自會來看的。其實就摸都沒有摸過。到最後他寫的時候就摸一下而已。題

目綑(圍繞)龍的，幾大呢？即是十六開，即是這些紙，比較這些紙長。這麼大張，這

麼大張，很靚的紙。

好了，題目之後，就答案簿了，答案了，答案呢，一定是七頁的，有多資料都不

到你寫的，一開首，一開首，謹將，一開首就一定是這樣，殿試舉人，不知為何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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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士，殿試，因為當時未叫得做進士，殿試舉人某某某，一行了，跟住第二行就一定

是這樣，僅將、僅列三代腳色於後，這樣就要把你三代的腳色列出來的，什麼叫做

「腳色」呢？這樣粗？腳色，什麼叫做「腳色」呢？你的祖父就這樣，初初，曾祖，

你的曾祖是什麼呢？第一是做過官沒有？如果做過官，你就「仕」，未做過官就「未

仕」，死了沒有？已經死了就寫個「故」字。寫完曾祖，祖，你的祖父做過官未？如

果你說未，就「未仕」，死了沒有？如果未死，你就「未故」了。到父了，祖這裡還

要寫個名，我漏了寫，曾祖某某名，祖某某名，父某某名，「仕」，做過官，

「仕」，死了的就「故」。

這些就叫做「腳色」了，僅列三代腳色於後，何解叫做「腳色」？那個名下面的

腳，大概是色彩，做過官未？僅列三代腳色於後，這樣之後就開首了，開首就臣對，

我現在答了，臣對，你不能整個 comma在這裡的，不能標點的，然後臣聞，臣聞如

何、如何、如何，一路寫，寫到第七頁，最尾那一版，最尾的四、五行，就一定是這

幾句結尾了，臣末學新進，我們自己聊天，有時說那些「末學新進」，就是這樣來

的。「末學」即是什麼？學習、學問我是末尾的而已，是嗎？「新進」而已！我都不

是老行尊來的。「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罔」即是不，不識，「罔識忌諱」，

我不識忌諱的，所以我講話可能講錯都說不定，所以有時都搞到怎樣？

「罔識忌諱」，就「上干」、「上干天宸」了，皇帝，「天宸」，要題頭，題頭

它還要這樣，這個「干」字剛好要在尾的，這個「干」字剛好在尾的，留空一個字不

行的，會扔你的卷的！「上干天宸」這個「天宸」又要凸高一個字，「天宸」即皇

帝。「上干天宸，不勝戰慄之至，」非常之害怕，不止「戰慄」，還要「戰慄之

至」。

聽眾：即是害怕得很厲害。

羅公：然後就臣、臣謹具。就是這樣了。這樣就完了。這樣你說你怎樣做？如果你沒

有預先準備，你怎樣做？所以江蝦(江孔殷)就說，沒有錢你怎樣做翰林？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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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而已！那些中了，花了錢的就不敢講，就說靠學問，其實騙人的！

聽眾：有學問也不行，如果你不花錢。

羅公：對！我們有一個有學問的卻中不到的就是朱九江(朱次琦 1807－1882)了，這

個是我的老師的老師。

聽眾：他不是不肯花錢。

羅公：朱九江，朱次琦，他不肯使錢，不但只不使錢，別人叫他他都不肯使錢。

聽眾：對！他硬頸。

羅公：朱九江就很有名氣的，講理學的，講宋明理學的，朱九江在順德，南海有個鎮

叫做九江鎮，南海九江嘛！

聽眾：九江不認南。

羅公：九江不認南，南海這麼多鎮最大它的，人家問他是哪裡人，他不說南海的，應

該說南海人，他說我們酒江，酒江，那個「九」字讀「酒」的，酒(九)江，不

認南，好像我們順德人，龍江、龍山的人，你問他哪裡人，他不說順德人的，

我們是龍山！我們龍江，是這樣的，很硬的。太監說你不夠時間，你可以寫

完，現在皇帝賜支蠟燭給你，賜燭嘛！朱次琦，清朝 270 年只有他一個而

已！賜蠟燭給他去寫完份卷。寫完那份卷就交了，不是！未交，他說多謝皇帝

的蠟燭，但是他說：各朝無此例，我不敢開例，皇帝給蠟燭我的恩典我很記

得，但是破壞國家的例我就不行，未完，我就這樣交卷，他肯寫完就一定中

了！他說未完卷，那些人就將它來印了，朱九江的殿試未完，誰知那本書更吃

香！未完他一定要交，寫完它嘛！賜蠟燭給他！他不寫。這個制度不可破！交

卷。不中的！不中就罷！交未完的卷，朱次琦。這樣硬的！這樣他後來就回

來，怎樣呢？想給他的人想收他做門生，他又不願意，考試又未完卷又不能給

他合格，結果連庶吉士都沒有了，這樣叫第三甲了，第一甲就及第了，第二甲

就要讀三年書的，庶吉士了，第三甲那些就不合格了，殿試不合格，但他會試

合格，那些叫做什麼？叫做「同進士」,又不是叫做進士.第一甲，很奇的，狀

元、榜眼、探花，你的銜頭是什麼？一開首寫銜頭，現在的什麼博士，一開首

寫，賜進士及第，皇帝賜我進士，而且我還及第，賜進士及第，三及第的一開

首就賜進士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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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更好，更出名。

羅公：什麼？更加出名！

聽眾：是。叫做標奇立異嘛！

羅公：是呀！如果是第二甲出身的，就賜進士出身，不能叫得做及第，出身，賜進士

出身。那些不合格的就怎樣？好像朱酒(九)、朱九江那些怎樣？叫做同進士出

身，不是！那些合格的，入翰林院讀三年書合格的，那個銜頭叫做「賜進士出

身」，那些不合格的，連庶吉士，做了庶吉士，又不是考試合格，或者連進士

都未做的，庶吉都未有資格做的，就加一個「同」字，同進士出身。這樣那個

銜頭怎樣寫？賜同進士出身，加一個「同」字。這樣別人就笑了，舊時有一個

人叫做胡林翼(1812－1861)，我講給你聽，這個是清朝的軍事家，胡林翼很

了不起的。他與一個朋友在那裡，他這個人很妄撞的，人家在房間裡，他因為

軍事緊急，撞入那個，他做師爺撞入長官那裡，有要緊的事，剛好人家的妾氏

在那裡正在洗那對腳，他講完之後就寫個對聯，他說，我有一對對聯，有一對

對聯，什麼對聯？「看如夫人洗足」，「看」即是看見，妾氏叫做「如夫

人」，「看如夫人洗足」，這個叻(了不起)！這個人即刻答他，胡林翼就考試

不合格的，是同進士，即刻說：嘿！我有個好對尾，「賜同進士出身」。他說

「看如夫人洗足」，他說他侮辱她，看見他替妾氏洗腳，不是！看見他妾氏洗

那對腳，他即刻侮辱他：「賜同進士出身」。你都是妾氏出身而已！你也同進

士出身而已！一對好對聯。胡林翼。這樣叫做三甲，你就知道舊時的考試那些

什麼？黑幕了。還有一些叫做什麼？叫做「買關節」，你知道嗎？整日講買關

節，我現在去想找事做，上面已經買通關節了，叫做買通關節。

聽眾：一關一關。

羅公：考試的！那些關節。

譬如考試就是由那個，由那個主考出題目，主考官是直接看卷的，主考可以有權

直接看，但是他不直接看的，他先選定十個紳士，十個紳士，當地的紳士，一定是當

地的，而且考過試的，考過合格的，選十個紳士，那些人就叫做「同考官」，你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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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升官叫做「同考」就是這個了。同考官，協同那個主考，幫助主考考那些學生的，

因為幾千人的卷，主考官哪裡能看那麼多？這樣就十個同考幫助他，那個主考就叫人

全部收那些卷，收完那些卷，將那些卷分做十份，十個同考，每個同考一間房，將十

分，每個同考就送一份給他，這樣那個同考，譬如每個同考官就看三百份卷，他又看

三百，看完那三百卷之後，同考官要看完三百份卷的，看完之後就先薦一半，薦三分

一或者薦一半，叫做「薦卷」了，不錯的！這種薦卷的辦法，薦卷了，他在這三百卷

裏面抽出一百本好東西，其餘的那些，那二百本就扔到字紙籮了！

拿了三百本好東西，又圈又點，好像改名那樣，又圈圈點點，好的在旁邊打圈，

麻麻地(普通的)在旁邊點、點、點，不好的就這樣過了。最後就批些說話在那裡，然

後就將那一百分卷送給主考官，每一個同考就一百本，十個同考上一千本！那個主考

就三千本卷一定只看一千，或者你可以有權，你選五十本，每人選五十本，那就怎

樣？那就少看很多了。你考試一合格，那個同考官你要叩謝他的！先去叩謝主考，就

叫做「恩師」，跟住就拜、叩謝那個同考的，那個同考就叫做「房師」了，你在他那

間房處出身的，房師，同考官叫做「房師」，你一世他都是你的「房師」的。

這樣就買關節了，舊時的人這樣，十個都未必是好東西，十個都是壞蛋，很多，

十個，十個都是壞蛋都說不定，十個可能有七、八個的壞蛋。那些人就包攬，你的兒

子想什麼？三千 啦！看我有沒有辦法替你搞定。或者同你是世交，我替你買關節，両

不用錢亦可以，你買關節，你第一行一定要有一個什麼字，這個字不論你作什麼文

章，你如何想辦法都要寫上去，到第四行，到第六行又一定要有這個字，這樣，這樣

你就要了。有一個叫做什麼？光緒皇的那個老師叫做什麼？翁同龢(1830－1904)就

幾乎搞出事了，他的表弟，他翁同龢就中了狀元，他的表弟就連個舉人都中不到，他

表弟。他就回來鄉下，見他表弟的時候，抽水煙筒的，他說：喂！細佬(弟弟)，記

住，水煙袋，即是第一行要有個水字，第二行要有個煙字，第三行有個袋字，水煙

袋，他細佬(弟弟)就應他了，誰知他日後真的被派回去湖南做主考，那個表弟就中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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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很多人中了！他的老婆衰，那個老婆誤事，那個表弟的老婆就不識字，那個

翁同龢將近回來做主考的時候，就寫封信給表弟，從前我對你講過那件事，你還記得

否？即是裏面問，從前講所謂「水煙袋」你還記得否？提醒他，那封信去到，丈夫看

到就收好不出聲，所以做太太要小心，一下就累出大事，她以為丈夫有什麼秘密事，

等他丈夫出去考試的時候，她偷了丈夫的那封信，她不識字，拿去外家(娘家)找人去

看，外家的人就研究那封信講什麼，什麼水煙袋呢？這裡有個老師，說這些是買關節

的，於是就嘈(吵)起來，當時就還未曾正式考，這句消息傳出來就很多人知道這件

事，就很多人都有「水煙袋」三個字，所以就十幾人中了！「水煙袋」嘛！「水煙

袋」三個字。這件事，所以你說做壞事，那些人就竟然講了出來！那些女人就四處講

了，女人又長舌，講件事給官府知道，一路傳到湖南巡撫知道了，將這件事報告了朝

廷，一查，如果是真的要殺頭的！誰知好在翁同龢人好，從來無得罪人，去到省長見

到，嘿！翁同龢這件事，不過報告來到，不呈上京不行，不會的！硬按下去了。

這件事，有幾個袋，這幾個字很平常，你沒辦法，查無實據，你怎知是預先約定

呢？而且是這樣的，可能有些自己不合格的人，硬要歪曲事實造出來的！未必可信

的！一整到去，整到上去，剛好光緒皇欣賞翁同龢，那時翁同龢做光緒皇的師傅，教

光緒皇讀經。光緒皇一看到， ！我的老師怎會做這些東西！還整出來分析一輪，一唓

路罵，罵那個縣長亂講一通。壓下來了。翁同龢夠福氣，有事都變成無事。就這樣

的，那些叫做什麼？買關節。聽眾：這樣他就有益了很多人。

羅公：什麼？有益了很多人，不過亦幾乎累她丈夫的那條命！不得了的！亂科場。好

了，夠鐘了。

聽眾：90 年 5 月 6 日。

羅公：諸相除遣，那些人陸續在定裏面在修的時候，很多、很多相狀出現的，一有這

些相狀出現的時候，你就要想辦法排除它，除遣諸相。你們有很多打過坐的

人，你們就會有經驗，知道這種相除了，跟著另一種相又來了，陸續來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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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除的，他現在教你，除遣那些相。它這個即是你遇著各種什麼相出現的情形

就找師傅，這個就是師傅了，是嗎？這裏分兩段、分三段，己一，問答分別除

遣諸障，除遣諸相，不是除遣諸障，改回那個字。用一問一答來說明，怎樣除

遣那些相狀。在定中出現的相狀，這樣先問。庚一，問，慈氏菩薩問釋迦牟尼

佛。「慈氏菩薩復白佛言：」慈氏菩薩再對佛這樣說，世尊！叫一聲他，「修

奢摩他、毘 舍那諸菩薩眾，由何作意？何等？云何除遣諸相？」這句很艱澀鉢

的，他說：「世尊(啊)！修奢摩他、毘 舍那諸菩薩眾，」那些修止，「奢摩鉢

他」是止，「毘 舍那」就是觀，那些修止觀的菩薩。這樣……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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