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指這五件傢伙，那五件傢伙叫做什麼？那個眼球的球叫做「扶根塵」，耳朵

的這個框的甕就叫做耳的「扶根塵」，裡面那些神經就叫做「根」。謝謝！謝謝！這

即是說，我們所謂「六根」、所謂「五根」，就不包括這個甕的，只是指裡面的那些

神經而已。這些神經就要住在那個身體裡面的，「此依」，「此」指什麼？能食與所

食，不是！「此依身所住」，即是「所食」，不是！

「能食」，「能食」、「所食」，「能食」是什麼？那個六根，不是！五根，五

種神經，「能食」；還有「所食」，我們的身體是什麼？來到這裏，你就覺得㪐㩿

(艱澀)了，我們望到那隻手，譬如我們中國人望到手是黃色的，我這隻黃色的手，你

說屬於六根還是屬於六塵？望到那隻黃色的手，是不是「身根」？眼、耳、鼻、舌、

身、意？不是！在這件東西裏面的觸覺神經才是「身根」！明不明白？這隻黃色的、

望得到的這個就不是「身根」，這是「身根」所住在裏面的那個物質，這個物質是屬

外的，不是屬內的，明不明白？

但是外又不是全部都外，何解？是我自己佔有的，我的生命裡面的一部分，就這

一點來講是內，這隻手就它是我生命裡的一部分這點來講，這隻手是內，就它是我們

見得到的、有顏色及其他這一點來講，這是外，是嗎？這即是說，我這隻手又外又

內，又有外又有內，即是說什麼？又是「能食」，也是「所食」，明不明白？我這隻

手半「能食」半「所食」，我整個身體是半「能食」，半「所食」，裏面的那些神經

就是「能食」，是嗎？見得到，摸得到的那些是「所食」。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即是內外空，是嗎？

羅公：對了！我們的身體半內半外的。

下面，現在解。「此依身」，「此」者，即是「能食」與「所食」這兩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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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就是住，「能食」、「所食」所住在這裏的，這個這樣的 body、身體，這個

身體，這個身體，「身」。這個身體就是半內半外了，所以叫做「內外」了，是嗎？

亦內亦外，這個身體都是極微所成的。或者是識所變的，亦是空的。此依身是空的，

我們看論文了。「此依身者，謂能所食所依止身，此身空故，名內外空。」叫做「內

外空」了。這個「能食」的六根，「所食」的色、聲、香、味、觸，這裏一內一外，

那個「依」即是住在這裏，「此」就指「能食」、「所食」。

「此依身者」，這是「能食」、「所食」所依的、所住在這裏的那個身體，「此

身空故」，這個身體都是極微所成，是空的，或者是「阿賴耶識」所變的，空的，

「此身空故名內外空」，就叫做「內外空」。你以後在《大般若經》裏面看到「內

空、外空、內外空」，原來就是這樣解的。「內外空」。這樣就解了「此依身」與

「所住」，「所住」即是「此依身」，沒錯。解了「此依身」，是嗎？「所住」，所

住什麼？

這個世界，我們的身體要住在這個世界的，我們這個是地球，這個是太陽系，這

個是世界，這個物質世界，這個物質世界都是極微所成的，空的，這樣，所住的世界

是空的，這個世界是怎樣的？你有沒有量度過這個世界有幾多呎？沒有人知道的！科

學家都不知道的！大，總之就是大，其大無比，所以叫做大。這個世界叫做「大」，

這個大的世界是空的，這個其大無比的物質世界都是空的，就叫做「大空」。「內

空、外空、內外空、大空」。

講起這些東西，我就順便講給你們聽，以前大佛寺有個和尚，大佛寺，廣州大佛

寺，大概在 100年前左右，大佛寺就建了二、三百年了，一百年前的時候，有個和

尚，就考試的，讀書人來的，他就一知半解，這個和尚一知半解，考試的時候就連秀

才都考不到，考了三、四十年都考不了一名秀才，所以就心灰意冷，一於去做和尚，

去出家，他出家，看經就不是看得很懂，他聽見人說，講《大智度論》的龍樹菩薩很

了不起，他就找《大智度論》來看，看來看去又不是太懂，他又讀《般若經》，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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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大般若經》最厲害了，最大了，他又找一套《大般若經》來讀，也是不懂，怎麼

辦呢？

他說： ！成日講來講去都是講空而已！何須看《大般若經》？將那二十七個空唓

來讀熟它就行了！內空、外空就行了！何須看《大智度論》看那麼多？整整百幾卷那

麼多！看來做什麼？那幾句，一行多兩行字，內空、外空、內外空就可以了！既然是

空了，還念什麼佛？西方極樂世界是空，這個世界又空，這個身體是空，物質世界也

是空，「空」來「空」去，連那個「空」都空了，全部空了，念佛都沒有用了！他就

拿著書整日內空、外空、內外空，二十幾空很慢念，一路念一路觀，你別小看他，他

很厲害的。

聽眾：了不起！

羅公：他不用這麼多理論的，因為他信，他相信，他有信的熱誠，又慢慢觀，觀內空

的時候是空的，內空又是空的，搞定這廿二個空，日日念，念了十幾二十年！

當時有兩個和尚是這樣，念廿二空，念到後來他死了，他搭了袍衣，他沒有病

的，那些師兄弟就走去，他請假，說我要去外地了。請完假，他回房裡，放下

蚊帳，蒲團打坐，坐在那裡。何解呢？他說請假但又不走？那些多事的人揭起

蚊帳看看，看到他坐在那裡。他坐在那裡，又說請假又說走，穿了袍衣，攬著

戒牒，摸一下他，不郁了，以燈芯放到鼻子下，無氣的，居然死了！然後才把

他拿出來火化了，有一個和尚就是這樣。拿著廿二個空，「內空、外空、內外

空」，一路念，一世都是這樣，念了十幾二十年，他這樣了不起！

聽眾：他已預知時至了。

羅公：什麼？

聽眾：他已預知時至了。

羅公：是。他在那裡加行。一個這樣的和尚。他不識的，只是識這幾句就行了，還有

一個，不是大佛寺的，那個不知道是哪間的，還只是念四句而已，念《金剛

經》四句，他聽見別人說念廿二空念到無疾而終，就這樣就死了，他就起了

心，廿二個如此論盡(繁瑣)，還要想，不想了，《金剛經》四句容易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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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更加簡單！他就拿著日日念這幾句，

慢慢地念，日日「無我相」、「無人相」，叫他上殿他又不上殿，叫他念經又

不念。那裡都不去，食完晚飯他就一味去念「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

到臨死他真是就到像那個和尚一樣，說我走了！問他走去哪裏？我走了！也是

在大佛寺死的，不是在大佛寺，在另外一間，不知是不是在光孝寺，有時那些

和尚其他什麼都不識，他就識那幾句，他就搞定了，很好的！你觀空不錯的！

一路空不了，譬如你很多妄想搞不定，你就一味觀內空，外空，內外空，一路

空，空下去，空到差不多上下，你真是無東西想的！你試一試。

聽眾：如果這樣，其實就好過念佛。

羅公：什麼？

聽眾：念佛都有個佛相在嘛！他連佛像都沒有了。

羅公：是呀！佛像，更加好這些，都叫做念佛，念佛有三種嘛！是嗎？一種叫做觀想

念佛，想那個佛像，一種叫做持名念佛，只是講名，一種叫做實相念佛，他這

種叫做實相念佛。都是念佛來的！

聽眾：是。

羅公·：他什麼都無相，那就是阿彌陀佛的法身來的！

聽眾：是。

羅公：「此身，謂能食及所食，及依止身」，此、現在到我們現在所住的物質世界，

此身，「諸器世間說為所住，此相寬廣故名為大，所住空故名為大空。」何解

呢？「器世間」，我們現在叫做自然界，又叫做物質世界，我們住的這個世

界，佛家叫物質世界叫做「器世界」，好似一件器具那樣被我們利用的，「器

世界」。「諸器世間」，器世界不止一個的，我們這裡，三千大千世界，無數

那麼多，所有的「器世間(就)說為所住」。我們所住的地方，眾生所住的地

方。「此相寬廣」，「此」指這個物質世界，物質世界的相貌，很闊、很大，

所以我們叫它做「大」。「所住空故」，我們所住的物質世界是空的，「名為

大空」。觀這個世界就是空了。你回去試試，很爽，我試過了，真是很爽的，

真是無妄想的，整到你的心好像很恬靜，你回去試一下。觀內空，後生仔，六

根空，跟住外面空的空，外空；我的身體，這個身體，這個 body，內外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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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內外空；然後大空，這個物質世界是空的，一路這樣想。你回去試一試，

很爽的！你回去試試。

聽眾：這樣會不會變了頑空？

羅公：不會！不會！一定不會！一定不會！不會！不會！不會變頑空的。如果《大般

若經》教的不會錯的！

聽眾：不如觀十六空的時候，總空更好？不用種逐樣逐樣來觀？

羅公：總歸你都要觀的！

聽眾：不用逐樣逐樣觀，一齊觀全部觀了它！

羅公：一齊觀全部觀了它？逐樣觀的！譬如你怎樣？你讀一下《中論》你就知道了，

「不生」，你逐樣觀不生、不滅，「不生」怎樣觀？內的東西不生、外的東西

不生、即是一樣的！什麼都是逐樣觀，最後總括，最後然後總括的。

聽眾：一起總觀不用……

羅公：一齊總觀就像那個和尚一樣，是嗎？這個、這個、這種觀不是不行，很虔誠，

佛這樣講一定不會錯了！那種人就這樣可以，尤其是那些讀過書的不行，尤其

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一定不行，那些半桶水的，信了！佛這樣講的不會錯了！一

於就是這樣！是嗎？

聽眾：所以說那些老太婆不識念，不識字的來念就很好。那些念佛念得很好的。

羅公：那些大學畢業生就最難往生的。不會的！你一於「十八空」一路觀下去。

聽眾：如果你這樣，可以學佛虛雲老和尚一切放下，連那個「空」都放了。

羅公：是呀！到最後，下面就是跟著連那個「空」都放下。

聽眾：念一切放下。

羅公：一切放下都可以。

聽眾：觀一切放下。

羅公：觀一切放下都可以，多念、多門。

聽眾：連空都沒有了。

羅公：一種一種人，有些人思慮多的就用這種，沒有什麼思慮的人就念一齊放下就行

了。你看看，所住，「能見此」，「見」就見到，「此」就是什麼？「內空、

外空、內外空、大空」，這四種。能夠見到這四種空的道理的，是什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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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智慧，能見此就是智慧，那個智慧都是空的，何解呢？

如果沒有了六根你怎樣起智慧？六根是極微所成，極微都是空的，你那些智慧又

不空嗎？是嗎？所以智慧都是空的。能見到這個空的智慧了，能夠見到「內、外」與

「大」都是空的這種智慧都是空的。如理，「能見此」即是這種空的智慧都是空的，

叫做「空空」了，空，第一個「空」字是空的智慧，能夠觀空的智慧，下面的「空」

字是一個形容詞，這種能夠觀空的智慧都是空的。這樣就不止「內外空」，連智慧都

「空」了。

「能見此」的智慧亦空。你看看，「能見此者，謂智能見內(外)處等空。」「能

見內處等空。空智空故，說名空空」。「空空」，怎樣「空空」呢？原來第一個

「空」是指空的智慧，連這個觀空的智慧都是「空」，我們解那段本文「能見此

者」，能夠見此，能夠見到這個「大空」等等的，「謂智」，即是那個智慧，此種智

慧「能見內處等空。」能夠觀見到「內處、外處、內外處」，大的這個世界等空的，

這個智。

「空智空故」，這種觀空的智慧都是空的，就「說名空空」了，叫做「空空」

了。這樣就不會執著自己，我不空了，連智慧都空了。「如理者」，下面了，你看頌

文，「如理」兩個字，「如理」即是，「如」者即是依照，「理」者就是指這個無形

無相的那個實的理，這個就是指什麼？指真如，不是！這是什麼都合理的，就是指什

麼？指那個證真如的智慧。

「如理」即「如理智」，這種「根本無分別智」叫做「如理智」，「如理智」，

這種「如理智」所了解的真如都是空的，這個即是空的，這是真正的空了，你看看，

看論文的解釋，「如理者，謂勝義，即如實(的)行所觀真理，此即空故，名勝義

空。」一句。「如理」兩字何解呢？「如理」者，「謂勝義」即是勝義諦，勝義諦，

即是勝義諦，勝義諦，如果在《大智度論》，是叫做「第一義諦」，勝義諦。這個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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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諦就即是真如。「即如實行所觀(的)真理」，這個勝義諦就是那種如實的觀行，這

個「行」即是觀行，就是止觀的行為，止觀的行為，這種如實的行，這種不會錯誤

的，如實的，這種止觀，確實而妥當的止觀，這種止觀所觀到的真如理就是真如，

「此即空故」，這種無形無相的真如就是空性的本身了。這個就是空性了，這個空性

就是真如。

「名勝義空。」叫做「勝義空」，是一種殊勝的智慧所了解的義，「義」就是境

界，是境界來的。這樣就解釋了「如理」。這四種空就是最基本的「空」了。「內

空、外空、內外空、大空、空空、勝義空」。這是最基本的，全部空了，你只是觀這

四種空都可以的，夠不夠呢？如果你想修菩薩行，就加一些更好，不要下面的那些也

行，加一些就更好，加一些什麼？加下面那些了，「所求二淨空」，一個菩薩整日修

行是為了什麼呢？整日修行你想求什麼呢？求兩種清淨，一種就是有為法的清淨，地

獄、餓鬼、畜生，那些有為法的污濁。例如什麼？極樂世界或者等等，那些是有為法

中的清淨法，清淨的有為法。

第二種無為法，即是真如，無為法的這個真如無為就是最清淨的，即是說有為清

淨與無為的清淨，一個菩薩你為什麼修行？你為了獲得，能夠證得這兩種清淨所以修

行，能夠證得這兩種完全清淨，你就是佛了，是嗎？所求的「二淨」，為了想求得兩

種清淨，所以你要修空觀，明不明白？即是說，你想修得這個有為法、無為法兩種清

淨，不修空觀不行的，你說，我修唯識觀行不行？唯識觀就是空觀的一種而已！所求

「二淨」，這個所求的「二淨」我們要觀什麼？觀那兩種淨是空的，如果你說樣樣都

是空的，這兩種不是空的，你就死症了！你得不到的，你要空了它才可以得到，何

解？

這是很難解的，譬如你這樣，你想生極樂世界，譬如你想下品往生的那些不用

說，那些上品往生的，那些境界很清淨的，這種境界這麼清淨，你以為一味靠虔誠念

佛就可以嗎？不行！要怎樣？何解會變起那些如此靚的世界？你的身體何解會這麼光

明、這樣靚？人人沒有神通，你有很大的神通，何解你可以這樣？是不是上帝賜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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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而是你無始以來，你的「第八識」裏面已經藏有這些種子，這些功能，這

些種子。不過這些種子被那些無始以來生生世世所做的那些業，那些不善的業，這些

業種子的遮蔽，就作了那些什麼？

起了那些貪、瞋、癡的那些煩惱，那些煩惱起了之後又再熏進去成為種子，被這

些煩惱種子、業種子，這些有漏種子的勢力太強，遮蔽了，好像那個月光很明亮，但

是被那些烏雲遮住了，你沒有辦法看到，不是沒有月光。即是說，你那些清淨的有為

法的種子，清淨的真如常常都在這裏的，它就是不能夠現出來，你不能夠見，不是真

如它的錯，你要怎樣？你要觀空，如果你總是執著這些有為法是空的，西方極樂世界

的那些蓮花就不空了，我們這裏的東西什麼都空，我們就不空我們這裏是長江大河都

是空，西方極樂世界的那些七寶池就不空了！你這樣就死症了！

你怎樣？法執，執著。執著不也是煩惱？你本來有煩惱，見不到，你現在還整多

一些？蓋多一些！那些就永遠不會露出來！這樣不行的，你執著它是有的，所以觀也

是空的，所求得清淨的佛也是空的，如幻的，也是眾緣和合而成，空的，真如本身是

無形無相的，它本身就是空的，觀那個空，「所求二淨空」，這樣就分開兩個了。

「二淨」，一種是有為的清淨，有為法的清淨；一種是無為法的清淨，這樣《大智度

論》與《大般若經》就開為兩種，有為空、無為空，這裡「十六空」就變成了「十七

空」，有為空、無為空嘛！所求二淨都是空的，觀空就是打破那些法執，你明不明

白？

你想修這個極樂世界，那些報身，那些莊嚴境界，你要觀那些是空的，你以為執

著那些是實有的，那些是好東西，實有的，你得不到的，觀它也是空的，不止這個地

獄、餓鬼、畜生是空的，連那些也是空的，空了那些，洗淨那些煩惱。你要觀它空

的。「菩薩修行」，看到嗎？「為得二淨，即諸有為無為善法。此二空故，名有為空

及無為空。」空了。這裏都開兩個的，兩個的，未到七個，未到的。

8



下面才開，他說：一個菩薩修行，他的目的是得兩種清淨，第一種是清淨的有為

法圓滿，第二是能夠徹底證得清淨的無為法，證得徹底，「為得二淨」。這個「二

淨」即是諸有為法與無為法的善法。「此二空故」，我們要觀這兩種東西都是空的，

什麼都是空的，它不空是不行的。「故名有為空及無為空。」所求「二淨」空。為

了，這個空就為了令它出現，所以要觀它是空，

下面，為常益有情，一個菩薩不是說……記住！菩薩不是要溜開、離開這個世

界，不是的，要入世，菩薩要入世。如果你覺得能力差了，我都是先溜去極樂世界暫

住，可以，但如果是一路去了，不回來了，不能！這種人永不能生極樂世界，以後都

不能生去，要準備回頭。最高還是怎樣？當下就不必去，不去的是最高，去就是二

等，去而不返的這種就永沒得去！這種人不能去的。這個修行是為了什麼？要「常益

有情」，要利益眾生，「有情」即是眾生，如果他不想利益眾生，只是自求解脫，他

應該修小乘，你修大乘做什麼？大乘之所以為大者，就是能夠入世，能夠利益眾生而

已！你說怕了！你就修小乘，這種人小乘都不如呀！這種人是「焦芽敗種」！

為了利益有情，不是利益一世，而是常益，永恆益，以後都益，而且永遠為眾生

做良師益友，成了佛也要再來，永無止境的常益有情。「為常益有情」，有時會這樣

的，這樣搞法，做菩薩？不做了！是嗎？很辛苦的！要回來做人，不止做人，未成佛

就固然是要輪迴，是嗎？成了佛之後，你讀過《八識規矩頌》嗎？「三類分身息苦

輪。」我聽見王聯章對我講，那個演培法師解「三類分身息苦輪」是解錯了的，他居

然出版書。那些人，那些多產作家很多是這樣。「三類分身」是什麼？他解做什麼？

佛有三身，「法身、報身、化身」，三身，法身怎樣「息苦輪」？法身這個本質就是

真如來的，「三類分身」不是的！

人家是那三類，第一類是為了那些入了初地以上的菩薩，現這個報土，就起一個

「報身」；那個叫做「勝應身」，即「報身」；第二種「示現身」，示現成佛，我現

在成釋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度眾生，這是普通的「化身」；第三類，叫做「隨類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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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你與他有緣，他甚至可以現一隻烏龜的！或現一隻馬騮(猴子)的，即是你在海

處，忽然要沉船了，忽然間有一隻鱉，讓你爬上龜鱉的背脊上面，那隻鱉就爬到岸

上，你就死不了，一會那隻龜又爬回海裡走了。其實這個是什麼？這個是佛來的。

聽眾：這個是「報身」嗎？

羅公：那個不是，那是「隨類化身」。第二種是正式化身，釋迦牟尼佛。最高級那些

是「報身」，那些是地上菩薩的「報身」。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報身」。

這樣，他這樣解三身，不是的，「三類分身」是這三類，因為「法身」怎能夠

「息苦輪」？是嗎？這三類身才能夠「息苦輪」。菩薩為了要常益那些有情，所以他

要觀空，如果你不觀空，就會怕的，整日生生世世輪迴，怎麼搞？我一世我都嫌多

了，以後還要很多世，還要常的，成了佛也要再來，怎麼搞？他又要怎樣？又要觀

空，世界就是空，再來也是空，不怕的！紙老虎，不會死人，不怕的！所以要觀空，

不觀空就會怕的。「為於有情常作饒益，而觀空故，名畢竟空。」「畢竟空」，「畢

竟空」就不只是觀這個空，「畢竟」，「畢竟」即是完全，「畢竟」是完完全全，徹

頭徹尾都是空叫做「畢竟」，它這個觀是觀什麼？觀這個生死輪迴空而已！利益有情

的生死輪迴這種空，是窄的，「畢竟」就是闊的，觀闊的空來對付這些窄的東西。

所以這個，你不要看，不要這樣解，你說，「畢竟空」者，這是菩薩為了利益眾

生，所以他觀空，觀這個生死輪迴的空，不要這樣解，應該依據《大般若經》與依據

《大智度論》來解，「畢竟空」者就是什麼？一切皆空，一切皆空是什麼？能修空觀

的人亦為空，所修觀的東西也是空，這個「空」亦是空，三種東西。譬如你布施，那

個能布施的人是空，被我、受我們布施的人也是空，我們施那些物件都是空，即是徹

頭徹尾都是空的，叫做「畢竟空」。能夠觀這個畢竟空就不怕生死了，「為常益有

情」觀空，饒益即是利益，利益而觀空，「名畢竟空」。

這樣就不會頑空了，你說擔心頑空，你一觀「畢竟空」，我不怕生死輪迴，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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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有了那個空觀就不怕，沒有那個空觀你就要輪迴了。這樣下面就看回解文了，

「為不捨生死」，怎樣「不捨生死」？我們無始以來，都不知幾多萬、萬、萬世生

死，以後如果我們不成羅漢，以後就無窮那麼多生死，如果成羅漢就不用了，斷了，

小乘是這樣，如果不成羅漢，不修行就以後永遠輪迴，六道輪迴，如果修行就乘願再

來，不捨眾生，一樣就是無邊無際那樣，無住涅槃。所以無窮無盡，無際，「無際」

什麼？

「際」者、三際，「三際」即是三世，之前叫做「前際」，現在叫做「現際」，

後一代以後，這個剎那以後，一路無窮無盡的時間，就叫做「後際」，三際皆空，三

際皆空就叫做「無際空」，他現在就為了利益眾生，很多人就怕生死，現在最不好就

是有一句話，那些人就整天崇拜說「了生死」，最差就是這句話！怎會「了」了它？

人家是入來生死的嘛！那些禪宗人的口頭禪，開口又「了生死」，閉口又「了生

死」，「了生死」何不去修小乘？這麼辛苦做什麼？是嗎？了生死，人家是了這個凡

夫的生死，轉變、轉依成那個聖人的生死而已！「了」是全部了結嗎？不是！

「前際空」，生死，「前際」無窮無盡，現在世每一剎那都不停留，後世亦無窮

無盡，這樣，你是修大乘嗎的，不捨棄生死，永遠是進來生死的，為了不捨生死，所

以你要觀這個生死是空的才行，一切都要空才行，叫做「無際空」，過去三際的生死

輪迴是空，以後的生死輪迴都是空，觀它是空就不怕了。你看看解釋，「生死長遠無

初後際，觀此空故，名無際空。」　生死很長遠，無所謂前際、初際，亦所謂後一

段，因為都是空的，觀此，前節與後節的生死，無窮的生死都是空的，就名叫做「無

際空」。

這個即是為了要補救你們的害怕，所以要觀這個空，如果一味只是觀空，就真是

會變頑空的，這個就補救了，不會頑空了。「為常益有情，為不捨生死。」下面還有

兩個註腳：「不觀為空便速厭捨，為不厭捨此生死故，觀此無際生死為空。」這個不

用解了，所以觀這個生死是空的。「為善無窮盡，」一個，我們修行大乘的人就要什

麼？就要善法，一世一世進步，永無窮盡的，為了我的一切善法，永無窮盡地一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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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就要修空觀了。何解呢？由我現在起，一路不怕時間長，縱使三大無量劫，一路

至涅槃為止，時間我們不怕長，我們不怕長，我們在這個無窮那麼長的時間裏面，我

們那些善法不斷地發展，不斷增加、不斷增加，我們不用害怕它，縱使成了佛，得了

涅槃，我們所得的涅槃是無住涅槃，不入無餘涅槃，再次乘願再來，再做眾生的良師

益友的。

這樣，我們的善法是永無窮盡的，所以地藏王菩薩那一句：「地獄不空，誓不成

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眾生永無度得盡的，因為有一些，有些永不證果的眾生

的，那些眾生不能成阿羅漢果的，你們這些菩薩就整天被他拖著，不能入無餘涅槃

的。你要有這樣的魄力，我不入的！這樣才行。為了善法無窮盡，所以觀這些善法是

空的，你一觀這些善法是空的，你就不會孜孜計較，就不會學那些伯爺婆(老婆婆)念

《準提咒》，念一百次就在那裡點一點，有沒有見過？有沒有見過？整個塔在那裏，

整一個圈壘個塔，念一百次點一點，我的媽媽就是這樣了。

聽眾：念一百次點一點，

聽眾：我沒有點。

羅公：不用這樣的，是嗎？自然他會進步的。

有沒有見那個《了凡四訓》，今天不見了他來了，那個袁了凡，他去見了那個雲

谷禪師，他心灰意冷，他說，我算了條命，一定是算命給他說鐵板神數之類的，《皇

極經世》，《皇極經世》根本就不是算命的，現在那些人整日登告白(廣告)：我用

《皇極經世》來算命。凡登《皇極經世》的人，包(肯定)他不識《皇極經世》！《皇

極經世》你現在去圖書館，去多倫多的圖書館哪裡去找？你找清楚那個看相佬、算命

佬家裏都不會有《皇極經世》這本書！沒有這樣的版本的！現在有些人將它抄來印

了，叫做《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在《四庫全書》裏面有這套書，那套書是宋朝的

邵康節(邵雍，1012－1077)造的，《古今圖書集成》就將它剪輯了，收了進去，這

套書很難解的！完全都不是講算命的，完全不是講算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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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幾十年，60年一個單位，這個 60年就是《易經》裏面這個是乾卦，60年，

第二個 60年是坤卦，這樣一路排列下去，其實《易經》的這種排列都是想當然而

已！你以為是科學、是絕對的真理嗎？不是的！那些人就信了它了，以為這些就是聖

人的東西，其實《易經》哪裡是聖人的東西？孔夫子就是用《易經》來解，《易經》

是古代的一本卜筮的占卦書而已！又說是幾個聖人造的，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幾

個人，一定是這樣說的！是嗎？是這樣說而已！哪裡是！

聽眾：那它是根據什麼來寫？

羅公：什麼？

聽眾：它是根據什麼來寫？根據觀天象？根據什麼來寫？

羅公：它有一套metaphysics，是有一套玄學的，《易經》大概是這樣，它認為我們

的世界是不斷地變的，易，「易」就是 change，不斷變的。變是有一定的規

則的，不是亂變的，即是有一個原則的變，即是有一個定律的，差不多有一個

law的，那個變的情況一定有次序，一路一路就這樣了，最初，譬如這樣，一

個卦，譬如單獨講。「為善無窮盡，故觀此為空」。「畢竟空」，「為不厭捨

此生死故」，就「觀此無際生死」就是空的，這樣你就不害怕了。好了，下

面：「為所修善至無餘依般涅槃位，亦無散捨而觀空故，名無散空。」這個即

是什麼？解釋偈裡面的「為善無窮盡」，「為善無窮盡」，所以觀空了。

聽眾：未到這裏了。

羅公：什麼？

聽眾：未到這裏了！

聽眾：他已經解過偈了。他已經解過了。

羅公：已經解過了！「生死長遠無初後際……名無際空」，那裡不用解了。「觀此空

故，名無際空。」「不觀為空便速厭捨」，你怕了，你觀空就不怕生死，觀此

無際的生死都是空的，這樣就不怕了，入世的，這種就不會頑空了，不會避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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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了：「為善無窮盡。」「為所修善」，看論文了，為了所修的善法，即是這

個六度萬行了，至「無餘依般涅槃位」，一路修，修到你真正入無餘涅槃，你都「亦

無散捨」，不會散的，不會說我怕了！不會說捨棄的，但是你知道，一個菩薩是永遠

不入無餘依涅槃的，他是入無住涅槃的，他不入無餘涅槃的，這即是說，沒得涅槃，

是嗎？這樣，為了那個心不散，你想不散就觀它空，不怕！不擔心，叫做「無散空」

了。《大般若經》沒有「無」字的，叫做「散空」，「散」與「無散」一樣解的，相

反面解，為了這樣而觀它空的，觀那種東西空的。

好了，下面就不同了。為了你的「第八職」裏面所含藏的種子清淨，何解不清

淨？是有的，你能夠現，譬如你能夠現出極樂世界這麼清淨的種子，但是因為你無始

以來的那些貪、瞋、癡的種子，以及那些有漏的惡業的種子，這些種子的勢力太強，

遮蔽了你這個極樂世界的那一類的種子，不能夠爆發，所以你一定要修什麼？修止

觀，修止觀修到你見道，見道的時候，那種「無分別智」起，掃除那些的「分別煩

惱」的執著，那時然後那些無漏種子，極樂世界的無漏種子然後起，那時候你才可以

真正生極樂世界，否則你現在說生〔極樂〕，你出去就不要破別人，記住不要破別

人，別人說是，你就說可以的就行，就兩條出路，現在你們念佛，第一就是你現在

念，慢慢地，將來你見道，終有一天你會生〔極樂世界〕的，你肯念佛，就已經證明

你將來一定會見道的，將來你就生〔極樂〕，這些叫做「別時意趣」，你今世死後未

必生，報土就一定沒得生，化土能夠做到一心不亂，都還有化土可以生。這是第一

種、第一條出路；第二條出路直情就是生化土，直情生化土，阿彌陀佛亦應該有化

土。釋迦佛沒有講他有化土，不過以理測知，他有報土亦應該有化土，有化土我們就

可以生去化土。這是第二條路，只有兩條出路。

聽眾：教授！怎樣解釋？

羅公：煩惱障礙完全遮蔽了，我們怎樣？觀空，觀空就完全空了那些煩惱的種子，把

煩惱的種子減弱，煩惱的種子一弱了，自然那些無漏種子就強了。好像那個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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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哥(兒童)玩搖搖板，你壓低這面，那邊就會高了，這樣就增強它，令到那些

種子清淨，有出頭的日子。

這樣就觀怎樣？觀一切法都是空的，不是！觀什麼？觀這個本性空，萬物本來有

的體性，萬物本來有的體性是空的，萬物、萬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並無本來有的體

性，所謂本來有的體性不過是一個設施假說而已，如果我們執著萬物都有本來有的

性，體性，都是執著來的，法執來的，而唯識宗的人一定說，一切善法即是本來有的

種子，如果你一定說有本來有的種子來起執著，都是執著，唯識宗講，本來有的善的

種子都是假說的而已，用來解釋而已，如果你執著它實有的，都是法執來的。所以觀

本來有的清淨都是空的，你觀它是空就反而它是乾淨，你周身是邋遢，我用水來 刷冲

你，你不要以為是刷你，刷你之後，你整個身都是乾淨的，你明白嗎？《書經》有句

說，「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經•說命篇上》)。

古人說如果這些藥你食了，不把你吃到頭暈眼花，你的病是不會好的。你病，病

得很厲害，給你一劑大的藥你吃，把你吃到頭暈眼花，要睡一整天才能夠恢復的，但

是恢復了之後，你的病就會好了。不是對付你，是對付你的病。觀空是對付那些病，

所以觀一切善法的種子都是空的。為了觀這個種性清淨就要觀空，但沒有一個叫做

「種性空」的，但是有一個「本性空」，《大般若經》，本性就即是種子，都是種，

就是觀這個第二種本性空，既然樣樣本性都是空的，種子都是空的，聽不聽得明白？

種子是本來有的東西，未出現已經有了，種種東西本性都是空的，種子就也是空的，

聽不聽得明白？

慢慢來吧！慢慢來，即是要有些時日的，你不能心急的，等於你煲藕，煲蓮藕，

也是要煲這麼多的鐘頭(小時)然後才可以淋(軟)。你說想就這麼一煲(煮)，十分鐘就拿

出來吃，那就牙都彈崩你，是嗎？是這樣的，為種性清淨，觀一切法空，不止你種子

是空，是嗎？連種子都空了的。下面你看他的論文解釋：「諸聖種姓自體本有非習所

成說名本性。菩薩為此速得清淨，而觀空故，名本性空。」這裡「本性空」了。「諸

15



聖種姓」，聖人的種子，即是什麼？

做聖人的種子就是無漏的種子了！成佛的種子、成羅漢的種子，「自體本有」，

你自己的生命本身本來是有的，這是聖的種子是他自身本有的，「非習所成」，並非

後天的經驗，「習」即是經驗，習慣，並非是後天的那些經驗、習慣所造成的，所以

這些無始以來的清淨種子都叫做「本性」。這樣就與《般若經》不同了，《般若經》

是萬種東西的本性，它這裡將它來縮窄說它是「聖種姓」，是嗎？闊就可以包含窄

了，但窄就不能包含闊的。「菩薩為此速得清淨。」菩薩為了讓這些「聖種子」加速

得到清淨「而觀空故」，觀空，觀什麼空？觀一切法都空，觀一個空叫做「本性

空」，萬事萬物的本性都是空的，眾緣和合它就出現，沒有本來的性的！是這樣，這

樣就是連種子都知道它是空的、假的。

所以現在的那些講唯識的人整日滿口以為種子是實的，其實種子是假說的，等於

地圖上面的那些經線、緯線是假說的，地球上沒有經線、緯線，這樣這幾句就是本性

空，即「為種性清淨」。下面了，第二句，「為得諸相好」。成了佛之後，佛有三十

二相，是嗎？八十種好，你查《佛學詞典》，老實講，哪三十二相我就不記得了，你

們亦無謂記它，如果要就查字典。是嗎？那些相好，成佛的時候，那個相就好了，其

實這些相好的種子你已經有了，但你不能出現，那些又歪嘴，又豆皮就出現了。這麼

好的相你出現不了，何解？

因為你過去的那些業力決定了你就是豆皮(麻子)，決定了你歪嘴那樣，你將來要

空了一切之後，那種三十二相的那些就自然出現了，這樣，你怎樣？修空觀，不止那

些說要空的，你執著佛的三十二相都是空了它，你說空了它，自然它就會出現了，

「菩薩為得大士相好。」「大士(的)相」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觀空故」而

修空觀，「名為相空。」一切相都空，你觀一切相空，自然那種相就不空了，它 出飈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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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相空《大般若經》叫做什麼？「自相空、共相空」，任何東西的相都有兩

種，一種叫做自相，一種叫做共相，怎樣是自相？譬如這個muffin，這個muffin，

這個東西就是自相，muffin這個字就是共相，你這個就是 muffin，有很多muffin

的，共通性就是muffin的共相，你明不明白？自相就有形有相，共相是無形無相

的，你明不明白？空的。這個有形有相，這是你的自性，你是女人，女人有無形相？

女人，這個「女人」是 concept來的，沒有形相，何解？譬如你說，她是女人，她

又有形相？女人，她是戴眼鏡的，女人是不一定是戴眼鏡的，不是的，即是她不能夠

代表女人，是嗎？你說這樣，她是，她是老的，女人是否一定是老的？不是嘛！「女

人」這個 concept，凡 concept都無形相，

聽眾：假設。

羅公：有形有相的東西，就是自性，自相，那個 concept就是共相，共通性，共通

性是無相的，無形相的，無形而有像，這樣的意念，聽不聽得明白？

譬如我們說，孔夫子，這個孔夫子是有相的，是嗎？孔夫子是儒家的人物，這個

就是無相的，儒家的人，朱熹也是，現在錢穆也是，是嗎？現在陸九淵也是，董仲舒

也是，這麼多，哪個是？無形而有像，共相。所謂「相」者，這不外是自相、共相，

自相亦空，共相亦空，《大般若經》，這裏將它合起來叫做「相空」，既然一切相

空，釋迦佛的三十二相空不空？都是空了！一切相都空了，你那三十二相例外，不空

嗎？所以修一切相空，修相，自相空、共相空就自然要三十二相都空了它！這樣就

「名為相空」。

這樣，《大般若經》就將它開出兩種，他將它合併成一種，這樣，菩薩為得到

「相好」，你想將來成佛，得到三十二相好，你現在就要修空觀，你修空觀就準備將

來你的三十二相出現了，這些叫做什麼？《金剛經》解釋叫做「莊嚴佛土」，你想莊

嚴佛土，無須用木頭去莊嚴的，不用鋪金去莊嚴的，你那個「第八識」裏面本來就具

有莊嚴佛土的種子，莊嚴華麗的種子，你修空觀，《金剛經》教你修空觀的，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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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煩惱，那些就出現了，你的「報土」就出現了。

所以因為這樣，所以你想成就一個佛的報身，就要靠你未成佛之前先要修空觀，

還有，你想生那些報土，你就要修空觀，空了很多煩惱，令那些無漏種子現，阿彌陀

佛就變起那個無漏的淨土，你想加進去卻不行，你沒有資格，因為你的有漏種子不能

夠變起他那個無漏淨土，一定要你見了道之後，那些無漏種子出現才能夠加入，即是

有一間公司，他的股票要一萬元一張的，起碼 100 股才有得賣，你想做股東，你只

有一千多元薪資一個月，除了家用，幾乎不夠，你還想做股東？買一股都買不起，你

卻想做這家公司的股東？那麼大貪？無得搞，你努力一些，掙多兩個錢，努力一些，

積蓄多一些，積蓄得差不多上下，你買得起它的股票，你就是股東了，是這樣解。這

樣，這些東西你不要批評人別人，人家念佛，你就說，對、對、對、你就一定往生淨

土了。這樣就好了，講實情你知是生不到的。尤其是那些老人家，你不要將他的路斬

斷，生又不能生，修也不修得，怎麼辦？無謂的，告訴他一定得的，一定得的，沒有

講大話，「別時意趣」，看看幾多劫之後。是嗎？

「為淨諸佛法」。佛的法，佛的法有什麼？佛有十力、有四無畏、有十八不共

法，佛所獨有的，羅漢之所無的，這些佛所獨有之法，這個佛法。「為淨諸佛法」，

佛所做的法，每個修大乘的人都有的種子，不過被那些煩惱種子壓住不能出現，你修

空觀，空了一切煩惱，連這些都把它觀空，令你不起執著，連佛的法都觀它空，自然

那些煩惱既除，連那些法執都沒有了，你將來就成佛。成佛之後，你那個時候，那些

十力、四無畏的那些種子就爆出來了，就是佛的法。這樣你要修什麼？一切法空了。

修一切法都空，什麼東西都空了，牛屎又空，雞屎又空，食的東西又空，睡的床又

空，什麼東西都空，佛的法也空了！十力、四無畏的法，觀一切法空就包括了它。

「菩薩為令力」，「力」即十力，「無畏」就是四無畏，「等」，「等」即「十

八不共法」這些，佛所獨有的，「一切佛法」，「一切佛法」即是一切佛所獨有之法

那樣解，你不要當佛經解，「一切佛法」即是一切一切的那些佛所獨有之法。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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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得清淨。」即是那個露出來了，「而觀此空」，不止是觀一切法空，連這些東

西，佛的法都空了它，「而觀此空，故名一切法空。」這樣就總共十四種空了，其實

已經是十五種了，是嗎？

自相空，的那個「相空」；共相空，就是十五種了，下文你看看，看那句偈：

「故菩薩觀空」。這個「為種性清淨、為得諸相好、為淨諸佛法，故菩薩觀空」。這

種觀空，所觀的空是闊的，他將它來縮窄它。下文，看下一行，「是十四空隨別安

立，此中何者說名為空」？「是」即是這，這上文所講的十四種空是「隨別」，「隨

別」即是依據特殊的意義，依據某一個角度，某一點，依據某一點特殊的意義，來到

說的，「安立」即是說，依據某一種特殊的意義而說的，其實就是執一個空就夠了。

「此中何者說名為空」呢？然則真正能夠總括的是哪一個呢？「何者」叫做

「空」呢？所以《大般若經》就多了一個，叫做「自性空」，用一個「自性空」來包

括了一切。《大智度論》又多了一個「自性空」的，將上面的十四、十五種空全部概

括，叫做「自性空」。眾緣和合，一齊東西都無自性，「自性空」，一句概括所有。

「此中何者說名為空」呢？於是又有一首偈了，其實所謂空，即是《大般若經》的一

個「自性空」包括了。一個「自性空」又可以分作兩方面，是人空與法空，「補特伽

羅法，實性俱非有；此無性有性，故別立二空。」

所以真正空的意味，就只有兩個，一個叫做「無性空」；一個就叫做什麼？「無

性自性空」，他就不講那個「自性空」了，因為何解？因為他將那個「自性空」開成

了這兩個，就即是有十八個了，「補特伽羅」，「補特伽羅」即是眾生，pudgala，

眾生，不斷生死輪迴的那些眾生，「法」，所有事事物物，「法」，一切「補特伽

羅」與一切「法」，它的實性都不存在的！但是這個假相不是不存在，生死輪迴的假

眾生是存在的，萬事萬物的假法是存在的，但是要執它為實的，就是不存在的，「補

特伽羅」的實法與法的實法，實性，「補特伽羅」的實性，實性是什麼？實性者，一

定如此不變的實質，永恆不變的實質就叫做實性，「補特伽羅」與「法」的實性「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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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都不是真實存在的，這樣就空了，即是我空、法空了。

我與法的自性都是空的，但是這裏將它來開成兩個，「此無性」，「補特伽羅」

是無的，實的「補特伽羅」是無的，假的「補特伽羅」就有的，實的法是無的，但假

的法就不是無。這樣，實的「補特伽羅」，實的法的實性「俱非有」，這個「非有」

的空我們要從兩面去看，第一從無的方面去看，無性，這個「補特伽羅」，實「補特

伽羅」、實的「法」是無的，有無的性，但是另一面就有個有的性，怎樣有性？

「補特伽羅」是無，法是無，無了「補特伽羅」、無了法的時候，是不是等於消

滅，什麼都沒有了？不是！而有一種無「補特伽羅」，無「法」的那種狀態，那種情

況，那種情況，當下就是真如了。這個就是什麼？這個是有自性的，這個是無性的自

性，完全沒有了一切我們所執著的性之後所顯露出來的那種狀態、那個自性，叫做

「無性自性」，無性就說它無，無的、無的、無的，這個「無性」，無到極的時候，

這個「無性」是有的，「此無性有性，」這個「無性」是有個自性的，於是就有兩個

空了，另外要立兩個空，這兩個空最緊要，一個叫做什麼？

「無性空」，是嗎？一個叫做「無性(的)自性空」，「無性」是有自性的，「無

性」的自性，是有性，但是這個「有性」不是好像普通的硬班班的東西，它是一種空

的狀態，無性自性空，這個就是真如了，如果我們一味說是無性，這個是什麼？是頑

空來的，如果我們一味執著有性，我們也是執著，這個無性，一切法是無性，這個

「無性」無到極的時候有一種無性的狀態，這種無性的狀態就是勝義諦來的，是「有

性」。聽不聽得明白？這樣，「無性」就用來做什麼？撇除人們的有執；「有性」就

要來做什麼？撇除人們的空執，這樣就變成合中道了，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非有非空。

羅公：什麼？

聽眾：非有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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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這是非有非空，無性就非有，有性就是非空了。

要這樣來看。實在最後就是這個結論就是最主要了。這兩個最主要的，兩個合起

來就叫做「自性空」了。「論曰：補特伽羅及法實性俱非有故」，都是不存在，

「有」者，即是真實存在，故名、「俱非有故名(叫做)無性空。」即是從空的方面講

「無性空」，「此無性空非無自性，空以無性為自性故，名無性自性空。」這個，最

難解是這個，「此無性」，這種空、無性，這個無性並不是無它的狀態，「無性」、

無一切執著都還有「無一切執著」的狀態的，那種 state的，「無性」有它本身的那

種自性，它自己本身的狀態，這種狀態就是「空性真如」了。「空以無性為自性

故」，這個「空性真如」就用這種「無性」做一切形象的東西都無做它的自性的，做

它本身的狀態，故名「無性自性空」。這點是什麼？

「無性」所顯露出來的自性，這個自性本身就是空了，聽不聽的明白？這個

「空」不是形容詞，「無性自性空」這個「空」字本身就是空性。「於前所說能食空

等，為顯空相別立二空，此為遮止補特伽羅法增益執空損減執，(如次安立)如其次第

立後二空。」這樣就完了，下面的那些不關我們的事了。「於前所說」，對於前面所

講的，「能食空」、「所食空」等，「為顯空相」，為了顯這個真正的空的本質的體

相，就「別立二空。」就另外說兩種空，一種叫做什麼？「無性空」，一種叫做「無

性自性空」。另外說兩種空，「別立二空。」何解要說這兩種空這麼論盡(繁瑣)？

「此為遮止補特伽羅(與)法(的)增益執」，「遮止」即是防止，防止什麼？有些

人執著眾生是實有，「補特伽羅」實有的執叫做「增益」，本來「補特伽羅」是無

的，你偏偏說它是有，這樣就是增加了下去；本來法是空的，你偏偏說這些法是有

的，就是「法」的增益執，「補特伽羅」及「法」的「增益執」，但另外有一派就說

它什麼都是空的，「補特伽羅」亦空清，法也是空清，這種叫做「損減執」，明明是

有的，你一定要「損」了它，叫做「損減執」，為了防止這兩種執，就「如其次

第」，就依著、依著次第，依住第一種，防止「補特伽羅」與「法」的「增益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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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什麼？立這個「無性空」；防止他有「損減執」，就立這個「無性自性空」。

「如其次第立後二空。」講後面的兩種「空」是用來對付兩種病的。這樣你們修，就

返回《解深密經》了，《解深密經》說，當你修行的時候，你是一個加行菩薩，你修

行的時候，修止觀的時候，有很多種相出現，普通有十種相出現，這十種相出現你最

難搞的，你如何對付它？用這個十七種空。

聽眾：空了它。

羅公：這裡就是十七種，是嗎？來對付你。即是說什麼？左來左擋，右來右擋對付

你。聽不聽得明白？這種十六空就即是十八空了，那個「相空」是分做自相、

共相，這兩種空他整多了一個自性空嘛！

聽眾：十八空。

羅公：你有資格可以怎樣？讀《大般若經》就讀那一段，《大般若經》整日講這十八

空的。

聽眾：90年 5月 27日。

羅公：即是如果你修止觀，修到差不多上下，很到家的時候你就有這十種東西出現

了，你初初就反而無的，有這十種東西出現，你已經是很進步了。這樣用什麼

來排除它呢？

他說修空觀來排除它。空觀的作用就是這樣的，空是一種手段來的，空不是目的

來的。於是壬二了，菩薩徵問了。徵問即是反問，彌勒菩薩反問。何等為十？你說十

種，十種相，哪十種相呢？下面壬三，就如來廣釋了。你在看佛經，看到那些經的註

疏，那個「廣」字你當詳細，「廣釋」即是詳細解釋，這樣十種相就要分開十段了，

是嗎？

這樣就分做十段，每一段就是一個相了，現在先癸一，就辨第一相，就說明第一

相，第一種相，即是最初級的，是嗎？「一者，了知法義故，有種種文字相；」一

句。第一種相就叫做「文字相」，當你一個修止觀的人是瞭解法，「法」即使那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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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文句，「義」就是那些文字裏面的道理，你了解那些「法」與「義」之後，你要

修止觀，於是你就怎樣？有種種文字相了，修的時候，那些文字就一句句的語句講出

來那樣了，這樣這種東西又搞不定了，阻礙你了，是嗎？

你怎樣排除那些文字相呢？「此由一切法空，能正除遣。」「此」即是這種文字

相，是由、是用、用什麼？用這種空觀，叫做「一切法空」，是嗎？用這種空觀，

「一切法空」，即是觀什麼都是空的，什麼東西都是眾緣和合而成的，既然是眾緣和

合而成的，它沒有它自己的，所以他自己就不是真實存在的，這樣一切法空就範圍很

闊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在內的，這樣文字，文字相何須用這麼闊的東西？因為

沒有一樣東西叫做「文字空」，是嗎？所以就用「一切法空」，一切法你都空了，何

況你那幾個字？是嗎？

一定是空了它，這樣，你就觀一切法空，就「能正除遣」。一切法空就怎樣？普

通就是前面一種東西，觀，那種東西是由一個主因與很多條件配合而成的，它本身是

緣，未成之前它沒有，毀滅之後它也無，現在是要靠各種緣，各種條件來支持，如果

各種條件一散，它就沒有了，那些條件一改變，那件東西就跟著改變了，完全是什

麼？它出現完全是拜那些條件〔所賜〕，所以它本身是沒有的，它的 self是沒有的，

這樣觀這種東西。這樣觀一種東西，譬如你觀，觀這個黑板，黑板是什麼？是木頭做

主因，是嗎？

各種東西，整黑板的工具，機器與那些種樹、種木頭的人，種的肥料各種條件等

等就是緣了，有因有緣一配合，就有塊黑板出現了，有一個黑板出現，所以黑板本身

是沒有的，完全是被條件決定它的，這樣就叫做「空」了，空不是等於 zero，記

住！空即是等於不實在的。這樣，是不是這樣就完了？不是的，接下來就有另一種執

了，木頭就有了！整木頭的機器這些就有了！

你就怎樣？要一路追下去了，木頭是什麼？木頭是一棵樹，那棵樹是什麼？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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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樹的種子，是嗎？再有那些雨露、還有時間、陽光等等配合而有樹，所以樹的本

身亦不是有的，樹沒有，種子有了！你又一路空，空下去，空到最後無可再空的時

候，停了，這樣觀的。觀一切法空。「正除遣」。觀另一種空可以嗎？都可以，觀另

一種空都可以排除它的，不過一切法空就能夠正對正它，「正除遣」。留意這個

「正」字，這些是今天的。好了，說明第二相了。「二者、了知安立真如義故，有

生、滅、住、異性……」「有生、滅、住、異性相續隨轉相；」一句。我們讀經，有

時會讀到什麼叫做「了別真如」的，是嗎？什麼叫做……不是！「安立真如」，什麼

叫做「安立真如」？七個真如之中，第一個真如叫做「安立真如」，即是什麼？記不

記得？江漢霖？

聽眾：安立。

聽眾：假說真如。

羅公：安立即是假說，「安立真如」它的內容是什麼？

假說，這個名詞是假說，叫它做安立，「安立真如」，安立真如所指的內容是什

麼？你想一想，你想一想？這種「苦、集、滅、道」，「苦諦」，「苦諦」為什麼叫

做安立真如？是被「集諦」、是「集諦」安立它的，支持它，如果沒有「集諦」來支

持它，就沒有「苦諦」出現的，所以叫做「安立真如」，當我們讀小乘經，是讀這種

四諦的道理，了解什麼叫做「四諦」，四諦之中的第一個「諦」就叫做「苦諦」，

「苦諦」是真理來的，所以叫做真如。它是什麼？安立的，被「集諦」安立它的，那

個名字叫做「安立真如」。當一個修學的人了解什麼叫做「安立真如」，即是了解什

麼叫做「苦諦」的時候，他就怎樣？當他、當他修止觀的時候就有這種東西出現了，

有什麼出現？「苦諦」是什麼？

「苦諦」的內容包括四種東西，無常相，「苦諦」有四相，第一是無常相，每一

個剎那、有為法每一個剎那都生滅、生滅的，無常相，苦相，不舒服的，空相，不實

在的，無我相，不由你自己自在的，有四相。你平時看了這麼多經，無常相、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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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垃雜雜(各種各樣)，這麼多名詞，好了，到了打坐，那些名詞就出現了，是嗎？

其中名詞之中，如果那些名詞粗粗地出現，就是第一種相，文字相，很微細的那

些道理出現了，道理出現都是弊的，這樣，到你打坐的時候就出現了，這個世界都是

什麼？都是無常的了！什麼叫做無常呢？每一剎那就生，生完就住，住完就異，變化

了，變化之後就滅，什麼都是這樣的。本來是很對的，對就是對了，但是到最後連這

些對的都要撇開的，是嗎？這些都是概念而已，這樣，這些就撇不去了，有什麼？有

這種相，所謂相是什麼？相即是特徵，特徵，表徵、特徵，特徵、特性。相、普通所

謂「相」指什麼？

自相與共相，那件東西的本身就叫做「自相」，它的共通性，種類的共通性就叫

做「共相」，這就是自相、共相，「共相」即是現在所謂的概念，concept，之外又

有所謂「四相」，自相、共相，就一切法都有的，不論有為法、無為法都有自相、共

相的，有為法一定有四相，有為法一定有四相，有這個，凡是具有這四相，「相」即

是特徵，凡具有這四種特徵，這種東西就叫做「有為法」，有為法的特徵是哪幾種

呢？

四種，「生」、有為法一定有生的階段，即是由未有變為有，那時的情況叫做

「生」，那一剎那由未有變為有就叫做「生」，一生了之後，既然有生就即刻

「住」，停留一下，跟著就「異」，就變化了，沒有人情講的，「異」；變化之後，

其結果一定是「滅」。一種狀況滅，滅了之後，那個新的狀況又產生，產生之後又

住，住之後，跟著就異，異之後就滅，一定，每一剎那都有這四相，四相合起來就一

個剎那，四相。

四相，我順便講，所謂四相，有兩種四相的，記住，你看佛經要記住，第一種，

叫做「一期四相」，是指人生的，指一個人的生命的，一期是指一期的壽命，一個

人，在一個人一期的壽命之中，一定具備四相，第一是生相，他出世的時候，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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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他是一百歲的，由初出生的那秒鐘起，初出生那秒鐘，那種狀況，叫做「生

相」，一生了之後，一路到他死了，斷氣了，那個心臟停了的那一節，那一百年，整

整百年，「住相」，存在、存在，住，exists，「住相」，當他「住」的時候，不會

停留的，變化的，一歲就這麼大個，兩歲就這麼大個，三歲這麼長，四歲會走動，會

走、會玩，五、六歲一路到大，一路到壯年，一路到最後，衰老變化的，就叫做「異

相」，「住」與「異」一定是同時的，「住」、「異」同時，記住，所以我們讀四相

一定要這樣讀的，生、住異、滅，這樣讀的，「住、異」一定同一起讀，最後就死

亡、滅亡，就叫做「滅相」。這些叫做人生的一期四相，任何人都不能免的，這個是

就人生講的。第二種就叫做「剎那四相」，一切有為法，一切 phenomena，一切有

為法都有「剎那四相」的。

我們看電影，我們以為真是那個人那樣郁的，其實不是，一幅幅菲林(film)打出

去而已，那幅菲林一打出去的時候就叫做「生相」，是嗎？打出去停一停的，「住

相」，停一停即刻變化的，「異相」，跟著沒有了，第二幅出現了，「滅相」。每一

剎那「生、住異、滅」，「生、住異、滅」。我們的人，每一剎那，我們以為我們很

連續的，其實我們的人生不是連續的，即是說，不是說，連續不是不連續，而是生生

滅滅的現象的連續，人生，譬如你人生 100年，你以為很連續，其實五十年前的你

與五十年後的你已經是不同了，即是五十年前是一種舊的狀態，五十年後是一種新的

狀態，新狀態不會等於舊狀態，是嗎？

不會完全相等的，總有些不同的，你說，很相似的！五十歲與五十一歲是相似

的，不過已經都是差一些了，五十歲與九十九時就差很遠了！是嗎？新狀態，這兩種

不同的狀態，即是兩個你，連續兩個你的連續，沒有一個連續不變的你，是兩個不同

狀態的你的連續，根本就沒有那個你，就是那種狀態就是你了，兩種不同的狀態就是

兩種前後兩個你，哪裏有一個你呢？是嗎？

還有五十年之內，廿五年前與廿五年後又不同，廿五年前你就不知幾爽，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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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矯健，廿五年後，你就開首什麼？結婚、養仔，要顧家庭，承擔家庭，廿五年前與

廿五年後就你就兩種狀況不同了，怎樣？廿五年前的狀況是廿五年前的你；沒有那個

你，只有那種狀況，廿五年後也沒有廿五年後的你，無我，只有廿五年後的那種狀

況，而且那種狀況不是一個，何解？連續、很多個連續。

再分，十年前的你，與十年後的你又不同，是嗎？再分，第一年的你與第二年的

你不同，即是所謂「你」，第一年的狀況就等於第一年的你，第二年的狀況、狀態就

等於第二年的你，其實兩者、兩種不同的狀態連續而已！沒有一個永恆的你，佛家所

謂「無我」就是這樣。再分析，前一小時的你一定與後一時小時的你不同，是嗎？前

一小時你個鼻都未塞，現在這小時就好像有些東西塞住鼻子了，是嗎？那個狀態顯然

是不同，是嗎？

再分析，前一秒鐘的你與後一秒鐘的你應該不同，即是每一秒鐘你有一個新的狀

態，當那個舊狀態一滅亡的時候，就是那個時候新狀態出現，好像細路哥的玩那些搖

搖板那樣，這個搖到最低的時候，那個就搖到最高，同時、同一剎那，那一剎那的舊

狀態滅，同時就在同一剎那新的狀態出現，聽不聽得明白？這樣，我們再將它來分

析，將一秒鐘分析成一千萬分一，好嗎？每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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