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是要想些什麼來排除它。「作意」，「作意」兩個字，這些名詞一定要很嚴格

地來解釋它的，「作意」即是怎樣？我們留心注意一件東西就叫做「作意」。那些英

國人將它譯為 attentiveness，attentiveness，「作意」。他用哪一種「作意」？即

是我們想哪種東西來除遣那些相狀？第一個問題了。第二個問題就是「云何諸相」，

不是！「何等諸相」？第二，「諸相」兩個字因為在下面 understood 了，這樣

「何等諸相」，「何等」即是哪些諸相？「何等」即是英文的 what 字，什麼相？

「云何除遣？」「云何」就是 how，是怎樣，怎樣除遣那些相？這樣就三個問題。

一個是「由何作意，」第二個是「何等 (諸相)，」第三個就是「云何除遣」，

「云何除遣諸相？」這個你們學止觀的，這個是最緊要的，因為他教你遇著某種相來

的時候怎樣去擋它，某種相來又怎樣擋它。好像猶如我們那些學打功夫的人，學打功

夫學到一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路整套學會後就一定要學拆架

的，別人一腳怎樣踢過來，你就怎樣擋，不能依著次序一、二、三、四那樣打的，一

定要左來左擋，右來右擋那樣的，一定要這樣的，他這裡就是教你這些功夫的。

即是等於教你那種打武的拆架功夫一樣。答了，他問了三個問題，答就自然是三

個答案了，是嗎？第一個答案，答「由何作意」，即是用什麼的、我們的心應該留意

什麼？我們來到去排除那些相？「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由真如作意，」即是

說，如果有這樣相來的時候，我們就要觀，觀真如就可以排除它了。那麼真如是哪些

真如呢？有七個真如，是嗎？七種真如，第一種什麼真如？有沒有？江漢霖找得到

嗎？

聽眾：無相。

羅公：「流轉真如」，是嗎？不是這種，第二種。

聽眾：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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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相真如」，是嗎？「實相真如」，實相即是宇宙的本體，那個 reality，觀

這個宇宙的本體，所有現象界的東西全部撇清，我們的心契，與這個本體相契

合，這個叫做「實相真如」，簡稱叫做「相真如」。

現在由何真如，由「真如作意」，就是這個真如，觀這個真如，觀這個「實相真

如」，「實相真如」是什麼呢？這個你們讀過《心經》，即是《心經》裏面的什麼？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那個「空」，這個「空」中國人譯，譯得太簡單了，應該是

「色蘊不異空性」，這個「空性」，這個「空」不是無東西那樣解，不是 zero，不

是  empty ， 不 是 那 樣 解 的 。 西 人 譯 就 譯 做  empty ， emptiness ， 你 留

意，emptiness 不是等於 empty 的，emptiness 是空、空，空了一切執著的那種狀

態，這個名詞來的。是有所表示的，這樣，這個所謂「空性」是什麼？空了一切執著

所顯露出來的那個實性，就叫做「空性」。即是說什麼？一切執著都掃清的時候的那

種狀態，真如。

你們不要以為這樣，我又不是學《解深密經》的修止觀，我是修密宗而已！你不

要以為這樣，你修密宗，你想要見道一樣是要觀這個真如的！真如不會有多個的，宗

就你一宗，你一派，那個「真如」就同是那個真如的！如果你修，你修密宗，只是一

味整日鈴鈴，拿住那支杵，郁來郁去那樣修？修一萬世你都不見性的！我講給你聽！

你一定要修入觀的，入觀的時候，入這個「阿字觀」，這個「阿」字，這個「阿字

觀」即是真如觀來的！「阿字觀」是什麼？先觀有一個「阿」字在前面，觀那個字

形，觀到它玲瓏浮凸，整個豎在那裡的，你能夠觀到那個阿字整個豎在那裡的，你已

經很到家了。什麼？

聽眾：羅公，那個「阿」字怎樣寫？

羅公：任你寫的，這個「阿」字你這樣寫都可以的！不過普通就不用這個字的，普通

就用那個梵文，那些古梵文，那些悉曇文，這樣寫，這樣寫，普通你就這樣，

最好你想觀這個，你只是觀這個一條金線，一條一條金線造成的，是嗎？

2



在那個天空那裏，那個天空就好像八月十五的那個天的藍色差不多色，那個地

圖，那些、那些裱地圖那些藍藍的藍色，那種藍色，藍色裏面就有一條用金線的那個

字，那個就是「阿」字，那個「阿」字即是空的意思，「阿」字就是無，無一切執

著，什麼都沒有，無。但是你什麼都無的時候，就有一種什麼都無的狀態的，什麼都

無的狀態就是「阿」字的本質了。這樣你就觀，觀那個字形，你試一試觀一下，你們

任何一個人，你觀一下，閉上眼睛觀一下，看看觀不觀得到整個「阿」字豎在那裡？

矇查查(不清楚)的，是嗎？忽然間這一邊就光些，那邊就暗些，這邊就撐開來，那邊

就不知怎樣，總之硬是不能夠觀整個豎在那裡的，這樣即是你的心不夠定，是嗎？

當你觀那個心定的時候，練得多，它整個好像豎在那裡了。那個「阿」字豎在那

裏，就叫做觀字形了，觀字形，觀字形就叫做止了，是嗎？止，觀字形就是止，那個

心止在那裡，不想別的東西了，想著它了。止了，先觀字形，觀到字形整個在這裏

了，即是說你修止成功了，觀字形觀到集中意念的時候，自然輕安就起了，一樣是起

的！這樣你就入了禪定了。這樣，之後觀字形觀成功了，然後就第二步了，觀那個字

義了，觀字義即是修觀了，止觀的觀了，是嗎？

所以你什麼都要修止觀，總之不修止觀就什麼都不行。這樣就是密宗，觀「阿字

觀」。當他觀字義的時候就觀什麼？觀一切法本來不生，即是《心經》那個「不生不

滅」的「不生」嘛！既然「不生」跟住就「不滅」了，「生」都沒得生，何來有

「滅」呢？是嗎？既然有「不生不滅」了，跟住就有「不垢不淨」了，即是《心經》

那一句。是嗎？觀一切本來不生，本來不生即是空，一切法都是眾緣和合而假有，根

本就沒有這件實的東西，那件東西既然是無，就何嘗會生過出來呢？

既無生過出來又何來有滅呢？觀什麼？觀那個櫃是如此，眾緣和合而成，根本就

沒有那個實的櫃，所以那個櫃是空的，那個櫃是空的，既然本來是空的東西，本來就

未曾有出現過，無生，既然無生，當然無滅，既無生無滅，這樣「垢」、「淨」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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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沒有，一切都無就撇掉那些什麼？全部撇去那些「生、滅、垢、淨、增、減」，

這些概念，這些名全部都撇除了它，撇除到無可撇的時候，一點執著都沒有，那時候

那個「空性」出現，那個時候就叫做「真如」了，真如實性了，這樣就真如實相了。

如果你是念佛的時候，你就一味，現在的人念佛很不到家的！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那樣，只是這樣，就是這樣，你臨死都能夠這樣不斷念，都還是希望能生

西，如果臨死的時候拉屎拉尿，你想念都念不到，又沒有人助念的時候，你都不知投

生幾多次之後，然後你才能夠碰到有，是嗎？這樣，如果你念佛的時候，好像蓮池大

師教你那樣，蓮池大師都教人念佛的，一路念、念，初集中的時候就念，撇除了其它

的東西，只是念佛，念著念著都不覺得自己念佛了，這樣就無形中就進入那個「空

性」裡面，你們念佛是什麼？那個真如實相了，這樣古人念佛要怎樣念？

不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想著那個佛，不是這樣的，念到很純熟的時候，古人

有這句話，「念意不除」，念到很純熟的時候，我見有些人在溪水旁邊念佛，「念意

不隨流水去」，即不是好像流水那樣的，念一會就不見了的，但是「念心常在白雲

間」就不是執著在那裡，漸漸地就變成怎樣？「念而無念」，那時叫做所謂「念而無

念，不念而念」，入了那種狀態，這種狀態他說就可以證入真如實相了。即是說什

麼？你念佛的時候，念、念著阿彌陀佛的時候就是修止，到念、念純熟的時候，「不

念而念，念而不念」入到那種狀態的時候就止觀，就修觀了，止觀雙運的狀態，一樣

是，這些就叫做念佛止觀了。是嗎？

聽眾：我可以叫念佛三昧。

羅公：三昧就是止而已！三昧即是止觀，止觀也是三昧。他就是這樣的，凡是用這種

沒有執著的東西來排除那種，用這種無執著的狀態來排除那些相，就叫做真如

觀了，是嗎？

這樣，第二種叫做「實相真如」，即是那個「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的，觀這個

4



的，那麼怎樣觀它？它這樣觀的，記住這個「實相真如」，真如是無相的，無一切相

的，無什麼相？記住，無相觀，我現在觀真如，真如是無相的，是無什麼相呢？無

相、無相，無什麼相？是嗎？無，所謂「無相」，世界上的一切東西，一切，世界上

的一切東西不外兩類，一類就叫做 phenomena，叫做現象界的現象；又叫做「有

為法」，phenomena 即是等於有為法。另外有為法的實質就叫做「無為法」，無為

法即是 reality，這個世界，世界的一切事物，我們用我們的智慧去觀它，從那個不

同的角度來看，不外是有為法與無為法，凡是無為法，凡是有為法，必定有，記住，

有為法必有四相，任何一件有為法都這四相的，「相」者，即是特徵，特徵，凡是叫

得做「有為法」的一定有這四個特徵，無為法一定無這四個特徵，這四種特徵的第一

個就叫做「生相」，有為法任何一個現象都不是本然而有的，一定要由未有而變為

有，當由未有而變為有的時候，那種情況就叫做「生相」。

例如一個暖壺，不是開天闢地就有這個暖壺，是要有什麼？眾緣，各種條件結

合，要有什麼？要有這些做暖壺的工人，有那間工廠，出資本來到設工廠的那些股

東。又要有什麼？這個文化的水準達到能做出這個暖壺，各種條件配合，然後產生這

個暖壺，暖壺就是現象之一來的，現象界之一，摸的到、看得到的就是現象。這樣這

個就是有生相。同一樣道理，一個人都有「生相」，譬如你說陳彥初那樣，八十年前

就沒有一個陳彥初的，要他阿媽，他阿爸生了他才有他的，這樣他有個「生相」。好

了，坐在西方極樂世界的那個阿彌陀佛，那個佛身，坐在蓮花上面那個阿彌陀佛，那

個是不是有「生相」呢？有沒有？

聽眾：有！

羅公：有！應該有「生相」，凡是有形有象的東西都有「生相」的，他未成佛的時候

就未有他嘛！是嗎？他成了佛之後才坐在那裏的！未坐，由未坐變為坐就是

「生」，由無變為有就叫做「生」了！這樣就「生相」。什麼都有「生相」

的，凡有為法都有「生相」，任何一個 phenomenon 都有，任何一個現象

都有「生相」，如果沒有呢？沒有就不是 phenomenon 了，是什麼？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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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它是真如了，「無生」了。

第二，一有了「生相」就必有「住相」，一生了出來一定停留一下的，是嗎？不

會即刻就無的！是，一生了即刻無，那個「即刻」的中間還有一點點停留的，這就是

叫做「住相」，「住」者，即是存住這裏，exist 在這裡，「住相」。生就一定住，

住呢，當住的時候同時又變化，異，異即是 change，變化，一生了，一停留，當它

正在停留的時候它〔同時〕就在變化之中了，就是異相，這樣滅呢？異的結果最後一

定是滅亡的，毀滅的，坐在西方極樂世界那裡的阿彌陀佛四十八劫之後他都會滅的，

一定滅的，滅相。由有變無，叫做「滅相」，所有有為法一定具備這四相，這四相我

們排列出來是怎樣？

第一就是「生相」，第二是「住異相」，我們「住、異」是同時的，第三、滅

相，為了簡單起見，我們不說，叫做什麼？生滅，用一頭一尾，有生滅相，這樣真如

是無相呢？觀這個，凡是有「生」、有「住」、有「異」、有「滅」的，都是有為

法，我現在不觀這個有為法。凡是有為法的東西全部除去！除去！這樣觀，我只是觀

無為的真如實性，很難觀得到的，不怕的！你觀，總有一天你能觀到。佛經裏面講要

第一個無量劫，你不用擔心那麼長，你如果不努力，你就一萬個無量劫你都不能去

到，如果你努力的，你知道嗎？

佛經裏面，如果是登台講經就不敢講這些說話，但是我就居士講經我就敢講，佛

經裏面很多誇大的說話，很多誇大的，沒那麼緊張就講到那麼緊張，是嗎？一講到佛

說法的時候，那大地就幾乎一定六種震動，有上至下砰砰 地震動，由左至右砰砰嘭嘭

地震，上下左右、東南西北四面、兩面盪那樣震。如果這樣，豈不是地球就咿咿嘭嘭

呀呀？這樣搞法！這個又是什麼？完全是那些誇大的講法，這個誇大的講法其意思即

是什麼？

當佛說這個法的時候，或者人們聽到了之後，他的心靈上起一個很大的震動，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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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得很厲害，這樣誇大而已！你說真是那個地球兩頭擺的，如果這樣，這種人就很蠢

了！這樣的看法，是嗎？還有，你讀《阿彌陀經》，我又考一下你們，譬如東方有個

阿 鞞佛閦 (Ak obhya)ṣ ，有個什麼佛，那樣，「出廣長舌相」，用「出廣長舌相」，

伸出條脷(舌)又闊又長的，那條脷(舌)，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整個

三千大千世界整個被他的那條 遮蓋，這樣來到「說誠實言」，然後講這句話。脷

講說話何需要這樣講？何須要伸出那條脷(舌)遮住世界來講？我們在這裏用那條

脷(舌)一路郁就能講了，何況他是佛？何須伸出來遮住這個世界那麼巴閉(厲害)？這

些很明顯是什麼？誇大的，修辭上，我們寫文章修辭上有一種叫做誇大格，那種

style，誇大來講的，令人引人注意的，而且「出廣長舌相」這句話不是佛經裏面發

明的！釋迦牟尼佛都未出世，在那些《吠陀書》， Veda ，與那些《奧義

書》，Upani ad ṣ 裏面，裡面講的，說那些大梵天王等等，出來講話就出廣長舌相遮

蓋這個世界，這句說話是外道講的！

佛沒有這樣講的！是那些佛經的結集的人，編輯佛經的那些人，為了文學上的意

味，就採用舊時婆羅門教跨大的寫法，來寫這個、寫那個當佛說法的時候就如此這般

了，這個就是什麼？完全是誇大的語氣。什麼叫做誇大語氣？連誇大語氣都不識，那

就請你讀一下書了！是嗎？這樣你有什麼資格聽高深的佛經？誇大的語氣都沒有〔認

知〕的，我不是得罪各位了，這樣都不明白，你的智慧、你的 IQ 就很差了！你如何

讀佛經？是嗎？即是什麼？你讀那個李太白的詩，什麼「桃花流水三千尺，未及汪倫

送我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贈汪倫》那條瀑布整整三千尺高

的。

我有一個朋友叫做饒宗頤(1917－2018)，他在香港大學教書的，他說一定是那

個李太白在那裡作的那首詩，那條瀑布一定很可觀的，很大的，他真是走去看，舊

年，去年我回去，在法住學會見到他，與他講起這件事，他說去看過李太白講的那條

三千尺的瀑布，我說：到底三千呎就沒有，到底有沒有三百呎？他說：一百呎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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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百呎都沒有的！大概是在二樓到地下差不多上下。嘿！他講大話真是講得透徹

了！說李太白非常之誇大。大乘經就有這些這樣的，「大地六種震動，出廣長舌相，

遍佈三千大千世界。」這樣之類。

好像《華嚴經》講，好像毗盧遮那佛，《華嚴經》、《華嚴經》第一品，你讀

《華嚴經》，人人都說，我讀《華嚴經》，《華嚴經》是大部分是講什麼？《華嚴

經》毗盧遮那佛出現的時候，他不講話的，一味放光，八萬四千毛孔，每一個毛孔都

放一條光線，每一條光線就現出一個佛的世界，現出一個佛，那個佛，每一個佛都有

八萬四千毛孔，每個毛孔又有一條光線，每條光線又現出一個佛世界，那個佛世界又

現出一個佛，那個佛又有八萬四千毛孔，叫做什麼？重重無盡，這樣叫做，即是什

麼？即是看萬花筒那樣。

如果你不懂教理的人，看下去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這樣就怎樣呢？無他，誇

大，誇大的寫法，寫什麼？寫一個重重無盡，寫一個義理的重重無盡，這樣我們這樣

讀《華嚴經》，以為真是那個毗盧遮那佛這樣搞法，如果這樣就很蠢了！只是指那種

義理是重重無盡的，就是這樣解而已。就是等於你去理髮，去洗頭理髮的時候，前面

一面鏡，後面一面鏡，左又是鏡，右又是鏡，你一坐上去，你望一望你自己，數一數

自己有多少個頭？數之不盡的！重重，這裡先出一百幾十個頭，那一百幾十個頭又映

過對面，對面又影回來一百幾十個頭，這樣就無數，你如果數都數之不盡的。

你以為你那個頭真是這樣你就傻了！而是其理則如是而已！是嗎？你以為真是你

的頭會這樣嗎？這樣是用誇大的寫法而已。這個相叫做「無相」，觀無相。凡是觀無

相，你讀過《金剛經》你就明白了，「凡所有相悉皆虛妄，若見諸相非相」，一切相

都不是真實有的相，「即見如來」。那個就是「如來」，那個就是真如了！是《金剛

經》一句來觀這個真如，是嗎？這個是用「實相真如」，但是下文他不是說用「實相

真如」，他說什麼？用「了別真如」，有一種叫做「了別真如」，即是唯識的道理，

就叫做「了別真如」。來到這裏你會問，羅先生！下文佛自己說「了別真如」，你又

說「實相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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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別真如」最後、最後(終極)那裏就是「實相真如」，其它真如都是講那一套

道理而已，只有「了別真如」講唯識，「了別真如」講唯識，講到最窮極的時候，就

是實相，所以「了別真如」、「了別真如」就是唯識，這樣你講唯識，講唯識當你講

唯識一路講，講到透的時候就這樣的，唯識觀了，是嗎？唯識觀第一就一定是觀什

麼？就是這樣，世界上的一切「我」，耶穌又有耶穌的一個叫做「我」，釋迦牟尼有

釋迦牟尼的「我」，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又有慈悲救世的「我」，是嗎？

魔鬼撒旦有個魔鬼撒旦的「我」，那些阿修羅有阿修羅的「我」，這樣，無數那

麼多個「我」。「法」者，東西、事物，這個叫做「暖壺」，那個叫做「杯」，這些

叫做「 」，那些事事物物叫做「法」。世界上一切一切，所有一切的「我」，一切枱

的「法」，都是什麼呢？不存在的，不是實在的，都是什麼？與我們的識，「識」就

是 consciousness，與我們的那八個識，那八個「識」變現出來的一種現象，我們

在這個「識」所變現出來的現象，假立這個叫做「我」，這個叫做「法」。

譬如我現在看見一幅東西在那裡，這幅東西是什麼來的？綠色，這個「綠色」者

就是我們的眼識所變現出來的綠的影子、image，甚至怎樣變化，你現在要讀唯識，

我現在不是講唯識，這樣，綠，我們摸下去，硬，這個「硬」就與「眼識」無關，是

我們的「身識」，即是我們的觸覺，那個觸覺，那個觸覺所現出來的一個叫做「硬」

的影子。我們用鼻子來嗅一下它，無味的，無香無臭的，於是我們又得到一個無香無

臭的情況，這個無香無臭的情況不過是我們的嗅覺、「鼻識」所反映，受了刺激之

後，所現出來的影子是無臭，無香，無臭。用舌頭去嚐一下它，覺的有點刺激，辣辣

的，這個辣辣的不過就是我們的味覺，那個是「舌識」受了刺激所現出來的這些叫做

辣的影子而已，這麼多零零碎碎的東西，一片一片的影子，「眼識」裡面的一個影

子，image，耳聽到啪啪聲，「耳識」裏面的 image，嗅不到的，無香無臭是「鼻

識」的 image，摸下去硬的，又是「身識」的 image，這麼多 image，零零碎碎

的，要靠我們的「意識」，第六意識，將那些零碎的零件，將它來綜合一齊，綜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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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當它是一件完整的東西，其實就是零碎的，我們的意識裏面將它來創作一件正確的

東西在這裡，《金剛經》叫做「一合相」，各種本來零零星星的，硬說它是一件東

西，於是我們就起一種執著，叫做遍計所執，執著我前面有一塊東西叫做黑板，這塊

黑板望之則綠色；摸之則硬，是嗎？倒果為因，倒正，於是就有塊黑板了！其實將它

來分析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黑板，是嗎？

這個黑板完全是我們的執著。如果這樣豈不是很虛渺？這個世界根本就是很虛渺

的，虛渺？你試一下跳落水看浸(淹)不浸死？這樣又不必，何解？浸死都是虛渺，有

個虛渺的浸死，你想試一下是嗎？你閣下就去試一下，我就不試了！是嗎？因為虛

渺，雖然是虛渺，但是都有虛渺的浸死，是嗎？這樣就觀一切我與法都是由我們的八

個識裡面所變出來的，「眼識」、「耳識」、「鼻識」所變出來的那些現象，在這些

現象上，就「由假說我法，(就)有種種相轉」了！「彼依識所變」，就是識所變的東

西。這個即是「心外」，即是離開我們的「識」而獨立存在的「我」與「法」，這些

東西是不存在的！

排除、遣了這個執著的「我相」、「法相」，將它來遣了、排除了、除遣了。好

了，跟住又來別的問題了，即是這樣，我與法就沒有了，「識」所變出來的現象這次

就有了？你說「識」所變嘛！「我」與「法」就沒有了！我講輸了，不夠你講了！你

說是「識」變出來的現象嘛！「眼識」就變出來綠色，「耳識」就變出聲音，「鼻

識」就變出不香不臭，「舌識」就嚐出辣辣的，這些應該有了？識所變的現象有了？

於是又再來遣除這個什麼？「識」所變的相了，那個識是有變現出種種東西的力量

的，識所變的相。

這樣識所變的相我們要瞭解的，你就要讀唯識論了，我這裡不能講，一講要幾個

月才能講完，這樣你要觀到什麼？就要這樣觀，觀的時候不用這麼多，不用整部《成

唯識論》念的，你一熟就可以觀了，我們的識就有一種了別的力量，明了辨別的力

量，這種明了辨別的力量是一種作用來的，是一種 purpose (目的)來的，凡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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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有一個「體」，「體」即是有個 substance，一定是有的，這樣，這個了別的

作用都是幻的，那個「體」是比較實的，我們於是把那個識，那種了別作用都是空

的，都排除它。這樣我們八個識的實體，那個就是「體」。

八個識的實體再進一步，我們每一個「識」都有些叫做「心所」的，「眼識」有

很多個心所，「耳識」有很多個心所，這些心所都有每個心所的相的，這些「心所」

者，都是依附在「心」處的，如果「心」即是那八個識，如果那八個識不起的時候，

根本那個心所就沉寂的，所以我們不要理那些心所，只要擒賊先擒王，打倒那八個識

的、八個識體就可以了！空了那些心所，心所其實就不空了，在定裡排除了它，不要

它，什麼都沒有，只是得八個識。到最後，八個識都還仍然是有相，那個識的相都是

幻的，都是幻的，都不是實的，排除了它！連「識」的相都沒有了，到後面連唯識的

那個「識」都要撇除的！這樣就凡所有相都撇清了，好了，還有一句「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這句話，是什麼來的？

這句話都是識變，都撇了它，連到「都撇了它」這句話，都是那個識變的，都撇

了它，凡有名言，「名」即是概念，「名言」即是概念，所有的名言概念都是虛妄

的，撇了它，連我們，我們有智慧的！這個智慧是知道一切名言都是虛妄的，這個實

的了？都不是實的，都是眾緣和合而起的，都是虛妄的，撇無可撇的時候，那時那種

境界了，那種境界即是從你念佛念到什麼？「念意不隨流水去，念心常伴白雲間」那

種狀態。那種狀態好像大地平沉那樣，如果你再不起執，那種境界就是真如。即是唯

識這樣觀，最後也是實相真如，所以「了別真如」即是唯識觀，到最後又是再走入

「實相真如」。

如果單是好像我剛才講的，這個真如就是「實相真如」，都可以，還直接了當，

這種好像是空宗的講法，就不是真正唯識宗的講法，如果用唯識宗的講法就是由「了

別真如」講的，講到最後就撇去其他東西，連「識」都要撇去的，所以佛就教人，說

這個真如就是「了別真如」，其實「了別真如」亦包括了「實相真如」。聽不聽得明

白？「由真如作意」，你記住，這個「真如」是什麼？你可以說兩個真如，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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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別真如」，一個是「實相真如」，其實「了別真如」的最後就是「實相真如」來

的。

剛才的講法，修唯識觀是這樣的，將來你們看書有很多東西講的，講五重唯識

觀，其實你不用的，你們現在回去就觀都可以的，不用讀這 多麽 㪐㪐㩿㩿(艱澀)的東

西，五重唯識觀的第一重，大家記住叫做「遣虛存實」，存實觀，怎樣「遣虛存

實」？我給一個注你們聽，遣虛，除了它，即不觀它，不觀什麼？心外的實我、實法

遣除它，不觀它！不理它！不要它，保留回比較實有的相分與見分，相分與見分是識

所變的，叫做「遣虛存實」。第一步。

聽眾：羅公！

羅公：什麼？譬如我們，你就做時裝的，是嗎？替別人做一件衫，量一匹布，是嗎？

拿一把尺來量一匹布，尺就拿那把尺來量，那匹布就被你量，我們眼見東西的

時候，我們見種種東西，種種東西就用來譬如那匹布，用來譬如那匹布，那個

眼識，那個視覺，眼識看下去的時候，譬如那把尺，眼用我們的視覺去看那些

東西，這裡紅或藍，這裡有幾個？就好像我們那把尺去量布是一樣？聽不聽得

明白？

即是說那把尺有力量能夠量。你以前未聽過是嗎？那匹布被我們所量的，有能

量，有所量，這個能量的那把尺用來譬喻我們「眼識」的見分，「耳識」的見分，

「鼻識」的見分，所量的那匹布用來譬喻什麼？「眼識」所見的那幅相分；「耳識」

所聽的那幅相分，「鼻識」所嗅到的相分，聽不聽到？「相分」即是 image，所量

的相分，我們的「眼識」一定有個 image 的，「耳識」都一樣都有個 image 的，

不是一定要有眼見才有 image 的，那個影子反映出來的 image，「鼻識」的香

臭，那個都是 image 來的，「身識」感受硬抑或軟的，這個硬或軟都是 image 來

的，這個 image 叫做「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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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了解 image 的，能夠 catch 那個 image 的，能夠 perceived 的，了解那

個 image 的這種力量，這種力量叫做「見分」，聽不聽得明白？每一個識都有相

分、見分，我們所見到的東西就是我們的識的相分來的，不是實有的，既然不是實

有，我們所見到的各種的「我」，各種的「法」，不過是什麼？是我們的識的相分，

而我們的識有一種、有一種力量去見那種相分的。這個「見」字叫做 perceived，

知道、了解那些相分的。這樣我們打坐的時候，修止的時候，遣了虛，空的，孔夫子

的「我」也是空的，我自己的「我」也是空的，都是我們執著才有的，空的，遣了

它，但何解我們知道是空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識」，有見分在這裡，那個識見到相分的？是呀！所謂孔夫子

等等都是我們識的影子而已，我們識的影子就暫時保存，是實有的，那個所謂真的孔

子、真的耶穌，真的……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真的孔子、不是真的耶穌，那個是假的，

空的，遣了它，將那些虛假的遣了它，實的保存，聽不聽得明白？你難明白一些，因

為現在不是講那裡。

聽眾：不要緊。

羅公：慢慢，遣虛存實，知不知道？坐的時候，一切「我」、「法」，我現在的

「我」都是五蘊和合的，假的，這些是假的，個個「我」都是假的；所有的

「法」，這些是原子、那些是電子，這個叫做什麼山，洛磯山，什麼山，那個

地球，通通都是假的，那些「法」都是假的，不要！不要！不要！我根本就不

觀它！

空的，不是實在的，很容易的，掃蕩而已！叫做「遣虛存實」，但是這樣，你不

要以為這樣掃很容易，其實不容易，你會自己反問：明明有的，怎樣硬要掃，怎能掃

呢？這樣你就衰了！這樣就弊了！這樣你一定要了解到，不是明明有的，要了解這個

道理。第二步，你留心聽我講，將來真正有人對你講唯識觀的時候，你就省了一半功

夫，不然那些名詞真是很難明白的，你現在聽了我講了之後，有了一個印象，你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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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某一個人替你講五重唯識觀的時候，你就怎樣？你就可以易如反掌了，事半而

功倍，「捨濫留純」了，你今晚回去照觀都可以的，濫，「濫」是怎樣？一個個相

分，雖然說是相分，我們看見要來觀，譬如我觀到綠色，綠色是相分，這個綠色我雖

然知道它是識所變的相分，但是一下不記得就執著，離開我們的識就有個「綠」了！

這樣就很容易濫了，是嗎？我們要捨棄它！相分都仍然濫，捨棄它！

見分都靈活，無形無相嘛！能感覺的那種知覺比較靈活，又無形相，暫時保存那

個見分，即是只有見分，沒有相分，相分也是空的，第二就空了那個相分了，只有見

分，沒有相分。你說，有見分無相分都可以嗎？暫時當它是，其實這個見分就是相分

來的，你想的時候，你先這樣想，暫時保留，「捨濫留純」。試一下，瞇上眼看看行

不行？行不行？試一下。試一下，真如，「捨濫留純」。過去披芭蕉葉，現在我們怎

樣？著筆挺的西裝，還可以拿那些什麼？拿那些大哥大(手提電話)講話，怎樣？比較

舊時的人就有神通了！

現在非洲的那些人沒有大哥大的，我們只要肯給三幾千元就即刻可以買一個了，

即是說什麼？加拿大人比非洲人有神通，萬一將來有個外太空人來到，他很厲害的，

他比我們地球人有神通，即是有一種這樣的 being，有這樣的存在體，他的知識很

超越的，是嗎？科學發達的國家比較落後的國家，它有神通，神通我們要這樣看法，

「神」者，不是 God 那個神，神者，神妙，通者，以前是閉塞，現在通了，就叫做

神通。是嗎？

就是這樣簡單，至於那些人覺得這樣，覺得那樣，那些多數是幻覺，反而那不是

神通，是幻覺，有些是與生俱來的，看到的，例如溫哥華的那個馮馮，人家有一幅

地，四處去找，那個工程師想開井，沒有辦法找到水源，他去看，看著看著就看到那

個水源了，就說：那裡有了。真是打開它，真是有水源，有井。馮馮呀！不出奇的！

印度與歐洲以前都有這樣的人，有一種人他的視覺有 X ray 的，可以看透的，看穿、

可以看穿牆的，有的，有這樣的人。練到的，有時是練到的，你現在練很容易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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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真的會的，「捨濫留純」的時候真的會見不到外面的東西的，無相分的，所以

入這個定好像怎樣？好像入了虛空定那樣的，忽然會見不到那些東西的，你試一試。

沒有的，那個識的相分沒有的，第二重了，這樣就深入一些了。

第三種，「攝末歸本」。「末」就尾，「本」就頭，相分與見分都是「末」。由

那個個「識體」分出來的，相分固然是「空」了，沒有了，見分都「空」了它！「捨

濫留純」就是留那個純的見分，現在連那個「純」的見分都不保留，都「空」了它，

只有八個「識體」與那些「心所」而已，看不到東西的，這個「識」的力量，只有種

子在那裡，這樣就是「攝末歸本」了。見不到東西了，只有那八個識的能力與那些心

所而已。「攝末歸本」，這樣又進一步了。不是沒有，但是我現在不觀它那樣解而

已！不觀它，它就不現了，在定中它不現的。

聽眾：回去慢慢觀一下。

羅公：什麼？

聽眾：回去慢慢觀一下。

羅公：慢慢觀一下，試一下。

聽眾：試一下。是的。

羅公：逐層逐層的，如果你覺得我智慧夠的，你就跳，一開首就「攝末歸本」都行

的。何解劣？如果識不起它是不能起的，不能單獨起，劣，力量劣，隱了它！

不要它！不觀它！遣除了它。保存那八個識，只有八個識，什麼都沒有，只有

八個識。「隱劣彰勝」(隱劣顯勝)。世界什麼都沒有，只有八個識，「隱劣彰

勝」(隱劣顯勝)。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一些。

羅公：明白一些，你又不是時時得閒(有空)，唯有慢慢來了。快些找一些接觸到。

即是那個電台整天播，你都要有收音機才行的，你的收音機要有頻率才行的，你

沒有收音機。你要買一部接到三藩市的音才行，如果不是你就不行，都老了，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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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你叫他怎樣學？一於行這條路，這又怎樣？希望他臨命終時，有一個好友替他助

念一下，這樣他都是好的。是嗎？就是這樣解。「諸惡莫作」，惡的事不要作，不要

做，一個「七支性戒」不要犯，第二，第二就是什麼？「攝善法戒」，那件事是對己

對人有利的，你有力量可做的你要做，不做就犯戒的！不做就犯戒的。「攝善法

戒」，第三，「饒益有情戒」，你所做的行為明明可以有力量，你可以利益眾生的，

但是你不做就是犯戒的。「三聚淨戒」，年富力強就應該這樣，差不多 90歲了，你

讓他怎樣做？是嗎？不如一心念佛了。是對那種人這樣講。

你對那些二十幾歲的後生仔，你叫他什麼都不要理，只是念佛，那就連什麼都可

以做了，是嗎？只是念佛了？這樣講的人，第一你就是不對機，不得善巧，不能善

巧，你自己不行就以為行，害了人呀！好了，第四，隱劣彰勝，第五、「實相真如」

的，「遣相證性」，一種就是什麼？「了別真如」，逐層逐層的。看一看，好了，第

一就答了，「由何作意」已經答了，第二個答什麼？除些什麼相？除遣何等，何等

相，「除遣法相及與義相」，一到這個時候，「法」就是那些經文，你讀這麼多經，

全部撇掉，不要了！

靜坐的時候，一切經、文字都不要，「義相」，不止經文、文字不要，連經裏面

的道理都是概念、都是名言來的，都要除遣！所以桂先生你問我念《地藏經》、念什

麼？你到那時全部不要！我講給你聽！你而已！我對你講而已，不要！這樣你就可以

了。你信得，你就會跳上去，不信得，你就第二世。你不用念那麼多，你呀！我不是

對你們講，對你講，你不要念，靜靜念佛就好了，靜靜念佛，你如果自己覺得自己沒

有力量，就自己念佛，整本《阿彌陀經》你去念那麼多做什麼？

《阿彌陀經》就教你念阿彌陀佛而已！你聽他話，念阿彌陀佛就可以了！何需要

念成部經？那些有什麼意義？「如是我聞」那樣，天龍八部如何「歡喜信受作禮而

去。」那些讀來做什麼？阻礙了時間，一秒鐘，你現在生命的一秒鐘所餘無幾了！你

現在還花些時間去讀？就是念阿彌陀佛！《阿彌陀經》？不念！放好它，只是念阿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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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佛，如果你念《阿彌陀經》，你就由今晚起不念！你就只是念阿彌陀佛。你告訴阿

彌陀佛聽：我由今晚起，我把經收起來不念了，我現在只是念你！這樣就可以了！是

呀！

聽眾：是呀！是呀！

羅公：我教你而已！我不是教其他人。因為一個個人不同，因為你那天說，問我念其

他的什麼經？什麼經全部不念！要不你就修止觀，專修止觀，要不就只是念

佛，這樣就夠了。如果你念那 多，你精神疲勞的！整天這麼疲勞，命都短一麽

些！不行的！是呀！「義相」那些義理都要都排除！除遣這個相，你呀！他教

你，「除遣法相」，將《阿彌陀經》的「法」除遣了它。怎樣才能夠生得？你

不要理，你一於就照念可也！「義相」都要除遣，有無這樣的勇氣？我看恐怕

你都是不夠。

聽眾：我現在什麼經都不念，只是念阿彌陀佛。

羅公：鼓起勇氣來吧！一刀切下去！

聽眾：羅公！

羅公：什麼？

聽眾：我有個問題想問一問你，修止觀的時間……

羅公：是。

聽眾：修瑜伽的時候，到修止的時候，就念這個「義相」，這個「義相」，這個「義

相」，這個佛法的道理……

羅公：是。

聽眾：一坐下去的時候，就尋伺這個佛法的道理，這樣如何遣除這個「義相」呢？如

何遣除？連這個「義相」都無？

羅公：你就這樣解，「義相」都是名言概念來的，是嗎？佛不過是設立這種種的

「義」來引人入勝而已，我現在已經了解了，這些都是礙手礙腳，無用了，我

現在直觀這個不可說的，連名言都沒有的，無形無相的真如，這個是佛身。

聽眾：這樣連這個法義都不想它嗎？

羅公：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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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連這個法義都不想它了？

羅公：不想，遣除，不想不是不識(懂)的，我講給你聽，有一種人甚麼都不知的，烏

懵懵的，什麼都不知的，他就又無法又無義了，是嗎？現在你們很多人讀，讀

了幾年之後，滿肚都是法，滿腦都是義了……

聽眾：滿腦都是名言啦！

羅公：高級些，但是都未夠高級，第三才是高級，所有你學得的法全部遣了它，你學

得到義都遣了去，但是這個遣，那個識的不同的！

聽眾：不是的，這樣的，我想這個法義，這個「義」，我很識得那個道理，我要想

的，這個義的時候，好幾個道理，哪個道理是對的？這個時候要觀的，這個是

不是「隨順觀」？

羅公：這個是尋思。

聽眾：尋思？

羅公：尋思你就怎樣決定呢？尋思你要決定，不出三個途徑你可以決定，第一，現

量，你真是體驗到它的，騙你都沒有用，是嗎？你體驗到它的，譬如摸下去是

重的，就是重的，難道你說它是輕的？現量，現量知道的，你非信不可，是

嗎？第二現量又做不到，那又怎樣？比量，比量即是邏輯，合邏輯的你就信，

不合邏輯的一於不信，比量，比量就是用邏輯來推理，第三，但是邏輯我都搞

不定，很多都搞不定就聖言量，佛所講的，佛所講的有些是了義經，有些是不

了義經？依了義經。

聽眾：那個算是比量。

羅公：比量，但是比量不行的時候你就要依聖言量，到底你現在是不是生 cancer？

看又像是，有像不是，你找一個 cancer 醫生看看，他所講的就是聖言量，他

所講的你都不信，你會撞板的，是嗎？他說你沒有事幹。

聽眾：是呀！你寫得又細隻又靚。

羅公：聖言量即是現在所謂什麼？專家的意見，聖言量。

聽眾：我就現在看到這裏，「遣除法相」、「義相」，連「義相」都遣除，我就想請

教一下「義相」怎樣遣除？

羅公：怎樣「遣」是嗎？你觀，那個「相」不要！但不是無義，記住。我現在坐修止

18



觀，我要除去它，觀，你一觀到它沒有，自然「義相」就沉了，你讀下去你就

知道。

聽眾：現在不是觀那個空相了？現在觀那個空相了？

羅公：空相都是「義」，空相都是「義」，空與不空就兩個「義」，這個義，義是什

麼？那個 meaning 嘛！空也是 meaning！空也是 meaning，兩個都不

要，有一種兩個都不要的狀態，沒有了，無法相的，無義相的，(聽眾：你又

說給我《金剛經》的錄音？

聽眾：我沒有空，我的兒子來了探我，我周身不得閒，好久就好久，我未死。我記

得。)當你法相又無，義性也無，是不是等於消滅？不是，是嗎？不是消滅，

不是消滅是怎樣？你有一種 state，有一種情況的，那種情況是什麼？既不執

著有法相，亦不執著有義相，那時就有一種空空靈靈的狀態，有個空空靈靈的

狀態還是未得，這種狀態都遣除，那時你真正證真如了。不是沒有的，沒有法

相，沒有義相，都有一種叫做「無法相、無義相」的狀態的，而這樣的狀態你

一覺得有這樣的狀態，又沒有了它，又有一個「沒有了它」的狀態，是這樣

了，沒有辦法，到最後全部沉沒的時候，可能你今世都不能全部沉沒的，或者

你今晚沉沒都說不定。

聽眾：哪有那麼容易。

聽眾：羅公，我有一個問題問你，你說無法相、無義相，那你 stay 的時候，觀些什

麼？臨尾那時呢？你說無法相、無義相那分鐘 stay 在那裡，stay 的時候見到

些什麼？

羅公：那種 state，無法相、無義相的那種 state。

聽眾：無法相、無義相的那種 state，即是你那個人會觀到？

羅公：不是，它自然有一種出現的，不是你觀那些，觀就不是了，觀就是一個義相來

了。

聽眾：你不可以講給我們聽是怎樣的？講出那個狀態。

羅公：講得出你聽還不是「義相」？是嗎？問題已經答了，即是這些不是遣，連法

相、義相都要去除遣，是那樣解的！難道說「法相」我又不要了，「義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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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要了，我整個跑馬相、跑狗相才行的，那又不行，要全部都沒有，最後剩

下的「法相」與「義相」都要撇去，是嗎？

這樣我又講一種給你聽，老行尊打坐幾十年的，打坐整百年的，叫做虛雲和尚，

死的時候一百三十幾歲。我曾經與他吃飯，問他，有什麼特別的心訣呢？他四個字：

一切放下。放下，一有念頭起又放下，這樣就可以了，是不錯的！不錯的！放下，一

起念頭即刻將念頭放下，譬如我想阿彌陀佛，連阿彌陀佛的相我都放下，什麼都放

下，幾到家了，你問他學問他沒有，但他這是實際經驗，即是說，不是說「法相」與

「義相」不要了，就要其他相？不是！其他相都沒有了，剩下「法相」、「義相」都

要放下，連「法相」、「義相」都放下了，那時有一種新的狀態了，連「法相」、

「義相」都放下了的那種 state，那種相，那種狀態，那種狀態就連續、連續，逐步

升進的，逐步升進到最後的時候，一切「法相」、「義相」與其它相全部沉沒，那時

就叫做「遣相證性」了，什麼方法除？下面，除，怎樣除呢？

辛三，除相的方法。除相的方法上文就講了，其他那些鬥雞、跑狗的相就固然放

清了，全部放下了，還剩下一些「法相」與「義相」的時候，怎樣放呢？所謂「法」

與「義」就是那些經了，經裏面那些文字就叫做「法」，那些 language，文字就叫

做「法」，「義」是裏面的那些義理，那套 philosophy，那套義理就叫做「義」，

所謂 language，所謂「法」不外就是什麼？三藏十二部經，分析起來，只是從語

言，只是從 language 那方面來看，不外是什麼？

不外就是一個一個名，是嗎？名而已！譬如你說：「如是我聞」，「如是」不就

是一個名？是嗎？「我」又是一個名，「聞」又是一個名，一堆名而已，名。譬如你

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如何如何，即是句了，積成一堆名就成為一個

sentence，積成一個 sentence，那些就成為一個句了，所謂「法」者，就是那些

名，即是那些英文所謂 words 與那些什麼？sentences，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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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有名的自性，名有名的本身，自性即是本身，每一個名都有名的本身的，譬如

我們說貓，這樣就有貓的名，貓是名的本身，這個貓就是名的本身，譬如我們說貓，

貓，貓能捕鼠，名，這個貓就是自性了，「貓」這件東西的本身，即是用那個英文的

subject，來代表，來表示，「能捕鼠」，即是貓的特點就是能夠捉老鼠，與狗不同

的，狗不能捉老鼠，牠與大笨象不同的，大笨象不能夠捉老鼠，貓就是能夠捉老鼠

的，這樣即是貓之所以為貓，與狗與大笨象之不同，就在於牠能不能夠捉老鼠了，貓

能夠捉老鼠，這個能捉老鼠就叫做「差別」，凡是每一種東西一定有它自性，有它的

差別，聽不聽得明白？

自性就是那件東西的本身，差別就是指它的屬性，它的性質，屬性，名是要來代

表事實的，譬如暖壺這個名，暖壺是代表那些東西，那種東西有自性的，暖壺能夠載

茶，暖壺就是自性，能夠載茶就是它的差別，它這裏沒有講差別，自性與差別。當我

們用一個名來代表一種東西的時候，名有名的自性，名又有名的差別的，聽不聽得明

白？

不外是自性與差別而已，是嗎？名就不外自性與差別，名就用來代表一件事物

的，事物也有事物的自性，有事物的差別的，即是有四種東西的，一講到名就連帶有

四種東西，一、名，二、就是那件事，第三、名的差別，名的差別就代表那件事的差

別，四種，一、名的自性，二、名的差別，三、就是事的自性，四、是事的差別，四

種東西，這四種東西實在都是依據我們的「識」所變的現象假立的，這樣就告訴給你

聽，姑且就名力，我就先講法後講義，什麼除遣法呢？先除遣名，「若於彼(其)名及

名自性無所得時，亦不觀彼所依之相，如是除遣。」我們修觀的時候，我們知道，萬

物都有個名，那個名就等於什麼？

等於現在所謂概念，concept，概念，名。名有名的自性，有名的差別，我們將

名的自性來觀，覺得所謂名的自性，譬如我們現在想、觀，貓能捕鼠，貓，當我們觀

這隻貓的時候，我們要了解「貓」是一個名而已，不是等於一隻、二隻貓，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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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這個名是等於一隻、二隻貓，貓這個名字就一聲而已，但是一隻、二隻貓就無

比那麼多的嘛！怎會等於一隻、二隻那些貓？貓這個名不過是什麼？就是我們的識所

變的一個影子來的，一個概念而已，不是真正有那隻貓。貓這個自性不是等於那些一

隻、二隻貓的自性，這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名，這個名不過是識所變的概念而已。

好了，觀這隻貓，能捕鼠，「能捕鼠」這三個字也是我的識的概念而已，我現在

在這裡觀，自然就看不到一隻、二隻貓，只是看得我們觀得到貓能捕鼠這幾個名而

已，貓能捕鼠這個名，貓是一個名，能捕鼠這是差別，不外都是識所變的東西，這

樣，我們現在在靜坐裡面，什麼說能捕鼠，什麼是貓，都是我們的識所變的現象，甚

至我們觀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都是我們的識而已，這樣一切都是識所變的。這

些都是名的堆疊，不是等於極樂世界的那個。我們現在修觀的時候，不要給這些名的

概念困住我們。不觀它這些名，就連到貓也不觀，極樂世界也不觀，能捕鼠、不能捕

鼠也不觀，極樂世界也不觀，因為這些都是虛假的！當名與義都是虛假的時候，那個

名與義所代表的那些真的東西都不現了，是嗎？

你覺不覺得？譬如你觀，譬如你讀、你讀《心經》，觀五蘊皆空，「五蘊」者、

「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五個「蘊」的自性，每一個

五蘊的自性都是要用名來表示，五個名，五蘊的自性與五蘊的差別都是名來的，這些

名的自性與名的差別，現在我正在觀的都是識所變的，不是實的，五蘊都是空，這是

義了，空與不空都是義，空與不空，我們現在講這個空與不空都是一個義理上的差別

來的，其實都是名來的，都是概念而已，這些都是識所變的概念，我們不要被這些識

所變的概念困住我們，除了它，不觀它，當我們不觀五蘊皆空這四個字，都不觀，五

蘊亦不觀，空與不空亦不觀，又不是睡著覺，當我這樣的時候，我的心還有沒有五蘊

出現？有沒有五蘊的事實出現？沒有了，那時名亦沒有，那些事亦沒有，那時那個心

就好似一片白紙那樣，但白紙不是睡著覺，是伶伶俐俐的，不過那些名是全部沉沒，

第一步就是這樣，「若於彼(其)名及名自性無所得時，」無所得即是不觀它，不出現

的時候，「亦不觀彼所依之相，」那些「事」，那個名所代表的那些事實就不會再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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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除遣，在名的方面除遣，在名的方面除遣，即是我再用剛才的五重唯識觀來

講，第一就是「遣虛存實」，世界上人人執著有種種我，種種法都是假的，都是假名

而已，我現在觀，「我」與「法」都是假的，「我」與「法」都是假的，我與法的名

稱、概念更加是假的，既然它是假的，我們不被它困著我們，放下它，不觀它，遣

除，除遣了它。這樣即是說我們在觀的時候，沒有「我」與「法」的名了，當我不覺

得有「我」的名與「法」的名的時候，會不會鑽出一個「我」與「法」的事出來？不

會了！那時就沒有了「我」與「法」的名，亦沒有了「我」與「法」所依的事，那時

就只有什麼？能觀我、觀法的識的見分，是嗎？

沒有了那個實我、實法，只有識的相分、見分。第一步；第二步，識所變的相分

與見分都是名稱而已，名有名的自性，是嗎？名有名的差別，這個相分、見分這兩個

假名，我現在除遣了它，都是假名來的，不要！我不要這個，除遣了這個相分、見分

的假名的時候，不觀它的時候，還有沒有相分、見分出現？沒有了，真的相分、見分

都不出現了，又沒有了一重，第三步，「遣虛存實」、「捨濫留純」已經做了，第三

步，「攝末歸本」，相分，不是！相分、見分都是無，既無外面的東西，哪裡有真的

見分？見分見東西的！都沒有那件東西，怎樣見？見分都要排除！除遣了它，不觀

它！這樣就只有我們識的自身而已，這樣，這個、這個什麼？「攝末歸本」了。

到最後，我們的識都有相，又有八個識，又有很多心所的，八識是勝，心所就

劣，劣的我不要！不觀它！這個心所的名稱，觸、作意那些全部不要它！放下，剩下

八個識那樣，八個識都是假名來的，都是不要它，也排除它，「遣相證性」了。是

嗎？那時就入了無名的狀態，好了，入了無名的狀態又有了一些新的名了，是嗎？有

種叫做什麼？叫做「無名狀態」，你說沒有了「無名」嘛！沒有名了，就有個新東西

出現，叫做「無名」了，是嗎？無名都是名來的，又遣了它，無名，我現在都遣除

了，又有這句話，這句話又是很多名來的，是嗎？又遣了它，到遣無所遣的時候，所

有名全部都沉沒。那時名就無所得了，名都無所得，那裡還有影子出現？哪裡有名所

代表的東西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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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即是大地平沉了，虛空粉碎了。

羅公：是，大地平沉了，不是沒有，大地不是沒有，只是你修止觀的時候覺得大地平

沉那樣，不是說那個大地的地球沉了，你一出定就還是在那裏的！是嗎？

即是你不觀它，所以說它沒有，你明不明白？「如是除遣。」名就是這樣除遣

了，經裡面有很多句的，很多 sentences 的，一樣的道理，也遣了它。類，壬二，

類釋句等，如此類推來到解釋，句、文與義都解釋過了，裡面分兩段，癸一、類釋句

文及十種義。「義」有多種，十種、五種、四種，現在只是拿用十種來講，癸二、類

釋五義、四義、三義，順便一筆就講完它了。現在癸一、類釋句文及十種義。類釋即

是類推解釋，那些句與文及那十種義，「如於」，好像是「其」字，「如於其名，於

句、於文、於一切義，當知亦爾。」「如」即是好像，好像我們剛才所觀，觀那些

名，全部將那些名除遣了，那些句，對於那些一個個的 sentence照樣除遣它，「於

文」，「文」者，那些字母，一個個的聲音、字母都除了它，甚至「於一切義」，

「一切義」是指什麼？那十種義了，那十種義是什麼？

什麼義，真如義，什麼義那些義，都全部除去，將它來放下，「當知亦爾」，

「亦爾」即是也是一樣除遣它。這樣十義就除遣了，名、句、文又除遣了，有些又分

五義、四義、三義的，除不除呢？都除，「乃至於界及界自性」三義裡面不就是「界

義」與界的自性，界的差別，這些東西，你能夠「無所得」，即是完全放下，當你全

部放下的時候，那時候，那個界所代表的那些事實，就「不觀彼所依之相，」這樣就

陸續沉沒了，「如是除遣」，就是這樣除遣法。會不會？當你想到那種東西的名，你

就將它放下，記住！切不可這樣駁，這樣即是什麼都不知就可以了？不是的！不知與

什麼都不知的，與知道後掃除的是不同的！你明不明白？如果你不能這樣分不開，你

最好就怎樣？就是書都不要讀那就見性了，是嗎？不是的！讀透萬卷書，但不被萬卷

書束縛你的，全部放下的。即是舊時，我講兩段故事你聽，一件不是故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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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做什麼？

羅公：太上老君，老子，他說：修養，我們人生是要修養的，修養那個目標是什麼？

修養，我們想達到什麼目標？我們修養，為什麼要修養？我們想達到一個目

標，目的，我們的目的就是什麼？

聽眾：復歸。

羅公：「復歸於嬰兒」，恢復到我們就像手抱，像一團粉的嬰兒那樣的狀態，修養的

目標就這樣了，你就不要這樣解，像嬰兒那樣，一團粉那樣什麼都不識，這樣

就即是連話都不要講，亦不要讀書，這樣就可以了！不是的！老子所謂「復歸

於嬰兒」就是不止是一團粉那樣，而是什麼都識，看通看透，看透了毫無執

著，那時的狀態就好像天真爛漫，好像嬰兒那樣，毫無我執，毫無實執那樣而

已！就不是真的一團粉那樣不知事，是嗎？如果你這樣解法，你就完全錯了。

還有，第二，第二點，佛認為我們證真如與起神通等等，都要用現量的，現量即

是純粹感覺，純粹經驗，我先解釋，什麼叫做純粹經驗給你聽，當一個細路哥(兒

童)，未見過火的，第一次那個媽媽拿火給他看，一眼看到的時候，第一個剎那，一

眼看到火，那時就經驗了，完全是一個 pure experience 了，純粹的，那時這樣？

無思想的，純粹的火，連「火」字都沒有的，不識的，純粹經驗，這種純粹經驗佛家

叫做現量，普通人，我們看東西的第一個剎那就是純粹經驗，但是第二個剎那已經是

什麼？尋思了，落入思想處了，我們能夠把那些思想的東西全部放下，完全保留純粹

經驗的現量，證真如是靠這個現量的，證真如靠現量。那個胡適之就駁人，有一個人

就叫做王季同(1875－1948)，寫了一本書叫做《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這本書

現在很多人，這本書全部過時的，沒什麼用的，現在很多佛教徒當它是寶，真是落後

了。王季同，王季同就講佛家就要注重內證的，要現量的。

胡適之就寫一篇東西駁王季同，這些這樣的低級的感覺，人已經進步都有概念、

有理智了，什麼都可以思想了，那個腦發達了，就沒有這些低級的感覺了，那些草鞋

蟲，那些沙蟲，一刺激它就會跳一下的，才有這些低級感覺，現量那些是低級感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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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佛、佛家不叫人向這些理智、向科學那裡發展，整日去叫人去低級的那些感覺那

裏來打轉，這些是低級動物才有的東西！胡適之呀！你看看，胡適之有這篇文章的。

這樣，你不要以為胡適是什麼，胡適他是呱呱叫而已，他是哲學博士，哲學博士不是

一定要學哲學的，哲學博士，學數學都可以拿哲學博士。

聽眾：何解？

羅公：什麼？

聽眾：這樣的嗎？

羅公：你看，哲學博士是一個 common noun 來的，philosophy doctor，有一種

銜頭叫做 philosophy doctor，你研讀科學的，你讀研究院，提出一篇論

文，或者做一個實驗報告，有多少發現了，你就畢業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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