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你說這種狀態多快！根本就沒有一個你，是一種連續、連續的狀態。聽不聽

得明白？這樣，每一剎那的狀態都不同，即是說，每一剎那，每一秒鐘的一千萬分之

一都有什麼？生、住異、滅，四種相，叫做「剎那四相」。這樣即是連續，這樣就叫

做「無常」，合併起來，「剎那四相」與「一期四相合併」就叫做「無常」。「一期

四相」是就人生來講的，叫做通俗的，「剎那四相」就完全在哲學上講的。這樣四

相，是有為法必定有的，即是有為法的特徵，有為法即是等於現象，現象界，現象界

的特徵就是有生、住異、滅，不論有為、無為，凡存在的東西、甚至到不存在的東西

都有自相、共相，這個自相、共相與生、住異、滅這四相，就叫做、叫做「相」了。

就觀什麼？觀「相空」，根本世界上就無這種叫做「相」的存在，那些事物的變化，

譬如你說生、住異、滅，問一問你，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生」沒有？你答我？

無，你找一個阿「生」出來？沒有的，沒有一件東西叫做「生」的，「生」是一

種名詞，是安立的一個名詞，是用來表示什麼？表示一種東西，由未有忽然間變成有

了，那樣描寫，describe那種狀態，describe那種 condition，將這個用一個名詞叫

做「生」，是嗎？是形容詞，根本就沒有叫做「生」的東西存在，所以那個「生」是

一種假的東西來的，是安立來的，描寫一種東西而已。這樣就觀，所謂生、住異、滅

的相根本就不存在，只是用來描寫狀態而已，本身就是假的，被它描寫那些存在，被

它描寫的那些就不是叫做「相」了，那些是實物了，實物是怎樣？一上到實物的時候

你就怎樣？

又整回一切法空，跟著又空了它，即是左來左擋；右來右擋，你說都有實物，它

就一切法空，空了它。如果你說有四相是有的，有這個什麼？有所謂叫做「無常」、

「無我」這些，他說這些都是假名，他說用這種「相空」來對付你，總之這種東西來

就用那種對付你。了知到什麼叫做「苦諦」了！了知什麼叫做無常、苦、空、無我，

跟著就又有執著了，有生、住異、滅了，有種東西叫做「無常」了，是嗎？所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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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無我的，這樣又執著有個無我了，執著一個 concept，執著一個概念，無我的

概念，概念就是共相，是嗎？

執著那個「無我」了。你說：「無我」都是假立的！以為了不起了，不是，又有

個東西叫做「假立」了。你又說，「假立」不過是臨時用來對付東西的，又有一種新

的，叫做「臨時對付東西」了，是嗎？總之有些東西阻礙你，硬是不能整了它去的，

你試一下。一日不能除去，你一天就不能見道，要連這些都沒有了，那時，那時就叫

做「空性」了，出現了。「此由相空及無先後空，能正除遣。」用兩種空，任何一種

來對付它，「相空」，一切自相、共相生，生、住異、滅都是空的。去觀。

第二觀什麼？「無先後空」，什麼叫做「先後」？無先後即是無際空，人生是連

續的，前世我們叫做「前際」，是嗎？後一段再投胎就叫做「後際」，現在這幾十年

叫做什麼？「今際」，三際，「前際」根本未出現，已成過去了，空，後際是怎樣？

都還未有，空！今際又怎樣？每一剎那都生、住異、滅，根本就沒有一剎那真正存在

的，又空。三際，先、後即是三際，三際都是空，既然空，無所謂前；無所謂後，只

有空，得個吉(空)，是嗎？這樣就「無先後空」，觀這個「無先後空」，很多東西要

除的，不過你要留意，「能正除遣。」正正是對症下藥的，就一定是這種特效的，好

了，第四相。

聽眾：第三。

羅公：四者，什麼？

聽眾：第三。

羅公：什麼？有生滅住異，我解這個文字，生滅住異性，這個「性」字當狀態，生滅

住異那種狀態，相續除遣，「相續」者，就是 continue，連續，連續，相續

隨轉，那些人譯作英文就譯叫做什麼，duration，連續，持續。

好了，現在癸三，是嗎？第三相，你看，現在講兩個相你已經發覺，你打坐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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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那些麻煩狀況，兩種而已，如果講齊了，你真會怕了，唉，我寧可不修好過了！

不修就沒有，修就更多，即是說，「著起袈裟事更多」，其實不是的，不修你一樣有

的，不過是你蠢到有都不覺得，即是他肯打坐他就覺，等於你生了一身癩，你根本就

不知道生癩，現在醫生告訴你，你說原來我生癩(疥瘡)，其實你早就生了癩。明白了

嗎？「三者、了知能取義故，有顧戀身相及我慢相；」「能取」是什麼？

幾種東西是能取的，「取」即是了解東西，接受東西，那個「取」字就是了解與

接受，叫做「取」，哪些東西是能取的？我講給你聽，「眼根」、「耳根」、「鼻

根」、「舌根」、「身根」、「意根」，都六根了，它「取」那些的境界，「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六識都是能取東西

的，是嗎？還者，這種東西很合理的，「六根」、「六識」是會取東西的，世人有一

種不合理的，有一個「我」能夠取東西，有一個「我」，那個「我」又會取這些，又

會取那些的，很多慾望的，以為有那個我，執著有個我，那個「我」好像一個靈體，

能夠了解事物的，「能取相」。好了，實質是講給你聽，這個叫做能取，就講給你

聽，能取亦空，所取亦空，你就不見了一節，只知道能取，就不知道能取是「空」。

只有一節，一節你就會撞板了，「有顧戀身相」了；這個是「我」了，我有六根

的，我的六根能取東西的，我有一個「我」能夠取東西的，於是這個我就了不起了！

這個「我」就整日「顧戀」了，「顧」者，整日念著，「顧」者，念也，整日念著，

整日照顧著，戀了！戀戀不捨。你現在就不覺得，將來醫生說你快要死的時候，你就

慘了！你那種戀身的時候，快要死了！那時你就……「顧戀」我們身的那種相，

「相」即是情況，「顧戀」你的身體，身體即是六根，「顧戀」身體，「及我慢

相」，因為執著有個能取的我，我了不得，什麼都覺得自己做本位，自己第一了，是

嗎？

你看看那些「我慢相」，因為有覺得有個我，就傲慢了。你看那些人，那些孩子

出去做事，薪水高一些，好像高視闊步，好像不可一世那樣，見到那些薪水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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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用眼尾看一看你，這些是什麼？這些是「我慢相」。「慢」就是高舉，何解？

因為整日執著有個我是能取東西的，如果沒有一個我，沒有能取的，有什麼好我慢？

是嗎？你一了解，你讀佛經，告訴你能取亦空，所取亦空，你只取了一節，知道那些

叫做能取，這樣你就怎樣？你不空了它的時候，你就會「顧戀身相」以及有「我慢

相」了。「此由內空及無所得空，能正除遣。」你對付這種「我慢」最難除的。

香港有一個人這樣講，這位叫做江妙吉祥對我講，現在那些人出家，搭起那件袈

裟而已！在大雄寶殿受完戒，搭起那件袈裟出來而已！第一種就未學到，就先學到我

慢了！覺得自己是天人師了。江妙吉祥講的，因為她熟這些人多，真正的，是嗎？我

見過很多出家的，搭起那件東西出來就好像整個不同了，好像怎樣？他已經變成了整

個家族都沒有一個人大學畢過業的那樣，而他是大學畢業，帶住那頂四方帽，影個

相，那種神態那樣，是嗎？有些就很了不起那樣，那種都是我慢相。這樣就用內空，

十八空裏面，十六空裏面有一種內空、外空，「內」者，指六根，是嗎？六根空，觀

六根空，離開六根哪裡有我？六根空了，我還不空？對付這個「顧戀身相」與「我慢

相」，還有什麼？「無所得空，」「無所得」是什麼？

怎樣叫做「有所得」？我們的主觀，我們主觀的認識力，我們主觀的認識，對於

外面的東西，確是能夠把捉的就叫做「得」，「得」者，把捉到就叫做「得」，怎樣

是「無所得」？一切東西無所得，怎樣是「無所得」？你說能見到的、得到的那些東

西根本不存在，不真實存在的，是空的，不止那些東西是空的，你那個能夠得東西的

那個主觀的我都是空的，能得與所得的東西根本都是空的，無的，「無所得空」。你

觀這個「無所得空」就「能正除遣。」剛好就是對症下藥，對付它了。那些很多人就

說，那些講唯識的人即是講理論而已！拗頸(爭執)而已！整日講邏輯，整日講，不講

實際修行的！你讀一下這些你就知道了，人家實際修行，什麼來怎樣對付，什麼來怎

樣對付，你學禪宗學十年都未學到的！你哪裡識得那樣多？是嗎？

那些不讀書的人，我對佛教徒，最憎那些不讀書的佛教徒！自己讀多少，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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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東西就以為了不起，一本《大乘起信論》就好像高視闊步，讀完一本《金剛經》，

他就以為見性了，我最憎那種人。癸四，「四者、了知所取義故，有顧戀財相」。此

由……「顧戀財相」，這裏是一句。應該是改為一個圈(句號)。第四種，有「能取」

就有「所取」了，能了解的主觀與所了解的外物了，當他了解，佛經就教人能取又

空，所取又空的，你那些人就只學了一節，能取、所取，就不知它空，這樣，你就執

著有一個所取的東西了。

眼，我能見顏色，有些顏色被我見；耳能夠聽歌聲，有些歌聲被我聽了；鼻能夠

嗅到香臭，那些香水被我嗅到了，香花被我嗅到了；乃至身能夠被我觸，摸下去不知

多舒服，冷天摸下去溫暖的，因為真是有一些溫暖的東西被我摸到，這是所取的東

西，執著有實的所取的東西。於是他就影響所及，就要「顧戀財相」，能取就「顧

戀」自己的身，所取就「顧戀」財物，這間屋是我的，這個戶口裡的這些錢是我的，

這隻鑽石戒指是我買的，「顧戀」財物，那些資財的相。這些又怎樣呢？如何排除它

呢？

在定中會有這些出現的，修著修著，忽然間想，那隻戒指都是，會的！這隻都不

及隔離的人那隻好，賣了這只，買一隻比她好的。有的！好了，你試過沒有？你還有

的！有的，這件事真是有的！坐著坐著，想想我們那棟樓都未交差餉之類，會的，一

定有的，「顧戀財相」，「此由外空，能正除遣。」十八空中，觀外的六塵空。辨第

五相。「五者、了知受用義(故)、」不是！「了知受用義、男女承事資具相應故，有

內安樂相、外淨妙相；」這裡又有兩相了。

當他了解到什麼？「受用」即是享受，世界上的人，人生有所謂享受的，一了解

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享受了，於是他就怎樣？享受之中莫如什麼？尤其是那些青

年、壯年的人，男女戀愛，是嗎？「男女承事。」這個「承事」是指什麼？那些印度

人怎樣叫做「承事」？印度人都是男性社會，那些女子是承奉那些男子的，「男女承

事」，一個人，好像釋迦牟尼佛那樣，未出家的時候，一個人都幾個老婆了，不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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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的！還有很多個采女的，那些所謂妾氏有很多個的。這些是什麼？「承事」，服侍

他的男女。男就是那些僕人，男僕，女就是那些妻妾與那些采女，「承事」。「資

具」，「資具」即是享受的東西，

什麼叫做「資具」？例如今天的人，「資具」是什麼？腰骨痛就整會震動的床來

睡覺，那些就是「資具」了。譬如鬍鬚長了，找個鬚刨來剃鬚，那些就是「資具」

了，是嗎？「相應」就是有關，即是有關那些「男女承事」與「資具」之類的東西，

有關的相，於是不止這樣有關，還有「有內安樂相」，當我享受的時候，「內」即是

身，內身覺得非常安樂，譬如你買部按摩機的「資具」，坐在那裡開了那個掣，震、

震，震得很舒服，飄飄欲仙那樣，這些叫做「內安樂相」了，是嗎？「內安樂相」。

「外淨妙相」了，譬如你娶了個老婆，或者娶了妾侍，覺得她很靚的，令你很安

樂的，就是很清淨的，很美妙的，就「外淨妙相」。這些這樣的相就跟著來了，有這

些相，這個相平時有的，最怕你想入定的時候，這些東西又走出來！這些會出現的！

「此由內外」、「此由內外空及本性空，能正除遣。」多了一個字，是嗎？多了一個

「能」字。

「此由內外空」，即是兩種相，「此內安樂相」與「外淨妙相」，是由什麼？

「內外空」，內空、外空、內外空，「內外空」即是什麼？身體空，男女什麼「承

事」？你抱著那個女人，那個是假東西來的，空的嘛！內外空！「內外空」；「及本

性空」，一切享受的東西本來就沒有的，眾緣和合的時候它就出現而已，「本性」即

本來，本來有的，本來有的就叫做「本性」，「本性空」，本來有的那種狀態是無

的，眾緣和合的時候才有的，「本性空」，「能正除遣。」排除它了。這樣就五種

相，我即刻罵他！你識了很多東西嗎？四大皆空？我說四大皆有呀！是嗎？

我一定罵他的！那些人！你外行人，你講這些話做什麼？譬如你做工程師那樣，

我在這裡對你講，這條柱要承多少東西，承受多少力？每公尺要承受多少力的，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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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他講這些是在魯班先師門口處弄斧頭？班門弄斧嘛！無謂嘛！我一定罵他的！

這種人！這種人你要看他不起，開口就四大皆空，你又怎樣啦！這些人口花花又浮

奢，這種人什麼東西都學不到的！「六者、了知建立義故，有無量相；」一句。「建

立」兩個字有兩個不同的用法，第一個用法，「建立」兩個字就等於假設，譬如《唯

識三十頌》那樣，「由假說我法」，有些人將它來譯，譯做什麼？

建立我法相，建立當假設那樣解的，一個解法，一個用法，建立、安立、施設，

這三個字，建立、安立、施設、假說，這四個字同一樣意義的，當假說解，假說，這

是第一種解法；第二種解法，「建立」就當支持，承托起、支持，當承托起它解，這

裏用第二個意義。指我們的世界，我們是什麼？人類是什麼？被地球所建立的，如果

沒有地球，我們就飄了去，飄了去太陽系以外都說不定了。就因為有地球在那裏支

持、建立。「了知建立義故，」這個「建立」指什麼？

我們的世界，物質世界，了解我們有個物質世界承托起我們的，於是就有「無量

相」了。我們就想到了，這個世界是無量無邊那樣闊，茫茫太空，這個世界，以為有

茫茫太空，於是又有個執著了，於是有個無量的相。又有個新的相出現了，怎樣對

付？「此由大空，能正除遣。」觀就觀「大空」，「外空」、「內空」、「內外

空」、「大空」，「大空」者，這個物質世界，茫茫太空。第七了，辨第七相。「七

者、了知無色故，有內寂靜解脫相；」一句。這個「無色」指〔無色界〕，這個

「色」指物質，「無色」指我們的三界裏面的無色界。佛家的世界觀是繼承婆羅門教

的世界觀，認為這個世界，我們人類所住的世界有三種，一種叫做「欲界」，即是有

男女情慾的，再高一些的就是「色界」，無男女情慾，但還是有物質的慾望的，享

受，再高一些的連物質都沒有的，叫做「無色界」，這個指無色界，我們的三界中的

無色界。

「七者、了知無色故，」知道我們的世界裏面有一種世界是「無色」的，無物質

的，這樣就「有內寂靜(解脫)相」了，「內寂靜解脫相」，「解脫」者，即是無拘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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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那種相，「內寂靜」，內即是定中，無色界在定中的領略，「內」，「寂靜」，

是在我們入無色定裏面，很定、很定的那樣的那種很舒服的那種相，入到的，你能入

無色界定。一到你入了無色界定，又執著，啊！這種解脫了！又執著了。「此由有為

空，能正除遣。」這樣你就要觀，無色界仍然是有為法，一切有為法都是空的，所以

這種無色界的這種「內寂靜(的)解脫相」都是空的，「除遣」了。「八者、了知相真

如義故，有補特伽羅無我相、法無我相，若唯識相，」這個「若」是若果的「若」

字，「及勝義相；」一句。當有些人學唯識的，好像你們那樣，好像我們那樣，就了

解什麼？了解唯識的道理了，了解唯識的道理，唯識的道理前半節就是什麼？世俗唯

識，就是講理論的，後半節是勝義唯識，講那個真如的。

當我們了解唯識的真理的時候，於是我們又有一種新的執著了，就是什麼？「有

補特伽羅無我相」，「補特伽羅」就是眾生，pudgala，眾生，五蘊和合的眾生，眾

生是由五蘊和合的，所以眾生是無的，無實，沒有一個實的眾生存在的，這種這樣的

情景，沒有實眾生存在的那種狀態，那種 status，叫做「補特伽羅無我(的)相」，又

執著有那種相，還有「法無我相」，即是一切事物，一切、一切，不論你有為法、無

為法，總之是「法」都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我的，主宰的，這樣於是就觀了那種無

我、「法無我」的狀態了。

有這兩種狀態，這兩種狀態又是相，這個最緊要的，一定有的，你無就見道了！

你將來一定有的，最怕就是現在未出現，你將來一定出現的，「補特伽羅無我(的)

相」，「補特伽羅無我」是真理，但是你有那種相，有那種「無我」的概念出來，你

就夠弊的，「法無我相」。又有什麼？學唯識就滿肚唯識的理論，那一套哲學，這叫

做「唯識相」，唯識的道理，「唯識相」。「及勝義相」，再進一步知道，唯識都是

概念而已，都是理論，這套理論就是指那個真實的宇宙的本體是真如，reality，那個

勝義諦，這個就叫做「勝義相」了，又多了些執了！所以有一位，我講過了，那時講

你沒有留意，我在複述你就會留意了。以前在香港，在大嶼山住的，亦是在廣州活動

的，有一位法師叫做遠參法師，有沒有人識過這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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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識，我識。

羅公：你認識他嗎？

聽眾：我不識他，我識他的名。

羅公：遠參法師，講空講得非常之徹底的，遠參法師，他是空到荒謬，他說《法華

經》都要改的，舊時譯的不可以改的，《金剛經》又改的，人家《阿彌陀

經》、《金剛經》開首，「如是我聞」，這個「聞」字要改的！阿難「聞」而

已！不是我們「聞」！而且鳩摩羅什(Kum raj vaā ī ；344－413)譯的時候，他

譯而已！他哪裡是「聞」？鳩摩羅什沒有聽過佛講，鳩摩羅什應該是「如是我

譯」才對！他在這裏這樣講，被我質問到他口啞了！你現在你講了，那時你

講，我們在這裡怎樣？改成「如是我聽」嗎？豈不是整日要改？是嗎？他說：

又是！

羅公：不是嗎？對你講就應該是「如是我講」了？豈不是整日要改？我現在聽那個

「講」字就不對了？「如是我聽」了？當我一陣回去再想那些聽過的，又不是

聽了，「如是我想」了，這樣搞法？法師，這個問題你怎樣解決？他那時好像

恍然大悟：對呀！他知道我學唯識的，就對我講：羅先生，唯識這套東西都是

真理，但是多此一舉。我說，何解多此一舉？他說：那個廳有老鼠，你就直接

用老鼠藥毒死老鼠就行了，但你不是，你先用老鼠膠，擦滿這個廳來黐那些老

鼠，到那些老鼠被你黐完了，你就要再洗乾淨那個廳，滿廳都是老鼠膠，老鼠

膠沒有用的，你說我講的對不對？唯識的道理是老鼠膠來的，那些「我執」、

「法執」，這些煩惱就是老鼠，整完那些老鼠就要洗乾淨那個廳。我說，對！

你講得很對！有很多相的！「文字相」、那些「補特伽羅無我相」、「法無我

相」，這些都是老鼠膠來的，你要洗乾淨它才能見道的！我說，對呀！他說：

何須這麼笨！直接拿老鼠藥放入老鼠洞裡，殺光牠們就行了！我說：這樣怎

樣？空觀就行了！我說，對了！唯識都是空觀的，不過人家講個道理給你聽，

然後才叫你修空觀而已！何須講？空了還要講嗎？講那麼多就找麻煩！空了，

還有什麼好講的？這樣說也對的。空了，還有什麼好講的？它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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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畢竟空、無性空、無性自性空及勝義空，能正除遣。」「畢竟空」是什

麼？不論什麼東西完全是空，連空都是空，什麼都空，無有不空的！就叫做「畢竟

空」，「畢竟」者，即是徹頭徹尾都是空的，無有不空的，畢竟空，「無性空」，

「無性空」即是一切一切東西都是眾緣和合而成，沒有它的自性，這樣就叫做「無性

空」，「無性空」與「畢竟空」都差不多是一樣的。好了，「無性」故空，還有一個

「無性自性空」就要來補救這個「無性空」的，「無性空」就是那些人執著有，執著

那些東西是有的，才叫他做觀「無性空」。但是你觀「無性空」，如果一味偏於「無

性空」就變成流入空，就會執著空了，就變成了「頑空」了。

於是有一個「無性自性空」來補救，無性的自性，當你觀無性，一切都無性的那

種狀態，無性的自性，這個無性的自性，空，這個空就是空性，無性的自性就是，無

性是「空」，當你完全「空」了那些性之後，你有一種無性的狀態，無性的自性，這

種無性的自性不是無的，這個「空」字不是無的，這個就是「空性」了，這個就是

emptiness了，空了一切執著的這個「空」，真正的「空」的狀態，這個真空，「無

性自性」即是一種真空的狀態，真正的無，這個即是真如了。「無性自性空」，這樣

「無性空」用來撇除人的什麼？執有；「無性自性空」用來撇除別人的執「空」，兩

個一起就令人再回中道的。「勝義空」就是空了一切東西那個「真如勝義」，這個

「真如勝義」就是「空」了，就是「空性」來了。觀這幾種「空」，你「畢竟空」與

「無性空」以及整套唯識哲學都是「空」的，這套是概念而已，空了它，這些是洗去

了老鼠膠的。「無性自性空」就恐怕你一味「空框框」就整個沒有了東西，變成了虛

無主義，免至你流入虛無主義。

無性是掃除了一切執著之後，有種「無執」的狀態，這種無執的狀態就是叫做

「空」的本身，又叫做「勝義空」了。這個「勝義空」與「無性自性空」即是真如，

即是 reality。觀這幾種東西就「能正除遣」。「畢竟空」與「無性空」就是什麼？

又是用來「空」了那個「補特伽羅無我相」與「法無我相」，「無性自性空」就用來

補救它的。「勝義空」呢？這個「勝義相」，這個「勝義相」不是有物質的，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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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狀態，這樣就是第八相。第九個相，「九者、由了知清淨真如義故，」「相

真如」即是「實相真如」了，是嗎？即是七真如中的第二種就是「相真如」，是嗎？

即是 reality，真如來的，真的真如，第九就是了知「清淨真如」，七種真如之

中有一種是什麼？「滅諦」，是嗎？「苦、集、滅、道」這個「滅諦」，「滅諦」是

最清淨的，涅槃，「滅諦」就叫做「清淨真如」了。當你了解這個「清淨真如」的道

理的時候，你去修定，你就有個什麼相出現？就有個「無為相」，一切有為法都是空

的，我現在就是無為了！無為就不空了！死了！你又執著一個什麼？執著一個

concept了，執著一個概念叫做「無為」了，是嗎？

有個「無為」的概念，這個「相」就指概念，還有，無為法就是什麼？無變異

的，變異是怎樣？有「生、住、異、滅」就叫做「變異」，「生、住、異、滅」的

「異」，無為法就無變異的，「無為法」者，就沒有生、住、異、滅這四相，這就是

真如；現象界，有為法，就是有生、住、異、滅的四相，它這個「無為相」，「無

為」這個概念，有個無變異的概念，又執著了，「此由無為空、無變異空，能正除

遣。」直情你觀無為都是「空」的，無變異都是「空」的。第十相了，「十者、即於

彼相對治空(性)，作意思惟故，有空性相；」這是最後的那個了，第十這種，「即於

彼相對治空(性)，」這個「於」即是對於，對於什麼？對於「空性」，什麼「空

性」？「空性」即是 emptiness了，對於「空性」，這個「空性」是怎樣用的？

對治的，對付上面那九類相用的，那種那樣的「空」，那種「空性」，即是那種

「空」的觀，觀那種「空性」，這種是觀那種「空」來對付上文的那九種相的，「即

於彼相對治(那種)空(相)，」想那種「空相」，「作意思惟」那個 emptiness，思惟

那種「空」的狀態，這個時候，又有一個「空性相」了，一個叫做 emptiness了，

那個叫做「空性」了，又有一個、「空性」不也是一個概念？把這個「空性」亦撇去

就行了，聽不聽得明白？

11



「此由空空，能正除遣。」觀這個，某一個「空」，何解我們說「空」？說它是

「空」？因為我們有一個「空」的智慧，觀「空」的智慧，「空空」，那種觀空的智

慧都是「空」的，這樣來「除遣」。這樣，你想修止觀，真真正正修到相當到家的時

候，你就要體味這十種了。怎樣對付那些相了，你現在，你現在就還有很多相還未出

現的，是嗎？

如果你出現，你現在修止觀，都是散亂多的，散亂，你肯日日修，修得個把兩個

月，就沒有那麼散亂了，當你不散亂的時候，不散亂了，了不起了！是不錯，但當你

不散亂的時候，這些相就出現了，有文字相、勝義相、空性相，那些就陸續出現，撇

不去，一撇去你就見性了。庚一講完了，怎樣對付那些相講完了。跟著是庚二了，是

佛與彌勒菩薩兩個的問答，問答什麼？除相解脫。「分別」兩個字即說明那樣解，說

明什麼？「除相」，把上文那十種相除了之後，所得的那種解脫，「解脫」即那種逍

遙自在的狀態。又分兩段了，辛一、辛二。

辛一，問答分別除相解脫。正式講這個除了那些相之後的那種逍遙自在的狀態。

然後辛二，就是釋，假如外面有人質問你的時候，你解答，解答難題。現在辛一，問

答分別除相的解脫，裏面是一問一答，壬一問；壬二答。問了，「世尊！除遣如是十

種相時，除遣何等？」這裏的文字很㪐㩿(艱澀)的，「從何等相而得解脫？」　即是

這樣，他說：「除遣如是十種相時，」　當我們修止觀，在止觀裏面能夠排除上文所

講的十種相的時候，現在當我們正在做功夫的時候，不是我開首的！即是做了很到家

了，那十種相都做到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需要「除遣」的？　「除遣何等？」這

個，「除遣」，除了那十種相以外還要除些什麼？再要除些什麼東西？那十種東西我

都能除了，還有什麼東西要除的？除了之後，連這種東西除去之後，「從何等相而得

解脫？」　

譬如我們講解脫，在一種東西上解脫的，譬如你現在被一條繩綁住了，現在解了

這條繩，你就解脫了，這樣從哪裡解脫？從這條繩裡解脫，離開那條繩。把你關在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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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裡，現在把你放出去，從何處得解脫？在監房裏面得解脫。「從何等相而得解

脫？」　最後在哪種相而得解脫？這樣，問兩種東西的，是嗎？第一是「除遣何

等？」再要「除遣」什麼？十種相我都有辦法除，再要除些什麼？「從何等相而得解

脫？」除遣之後我們得解脫了，是解脫了哪些東西？下面，看得明白嗎？我在旁邊有

個註寫了在這裏了，聽不聽得明白？

如來正答：「善男子！除遣三摩地所行影像相；」答第一個了，答「除遣何

等？」這一句。他說：善男子啊！當你做功夫，那十種相你都能夠「除遣」了，再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你還要除些什麼？「除遣三摩地所行影像相；」「三摩地」是在定

中，是指什麼？指入了初禪以上的那種「三摩地」，在裏面所行，在三摩地裏面、禪

定裏面所觀到的「影像相」，「影像相」是什麼？是否那些「我相」、「男女承事

相」？不是指這些了！那些相已經遣過了！這些「影像相」是什麼？是那個「空」的

相！那個 emptiness的相，那個「空性」，「空性」是一個概念來的，如何連這個

「空性」的概念都排除了，聽不聽的明白？

更要「除遣」這個，這個東西無他，即是《金剛經》說，當你渡河的時候，當你

泊岸的時候，最後你要把船撇開，是嗎？把定中出現的那個「空」的相〔除遣〕，這

樣就回答了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什麼？除了「空相」之後，我們就解脫了。

「從雜染縛相」，上面有一段有一首偈大家記不記得？眾生……

聽眾：為相縛，

羅公：是，「為相縛，」及為……

聽眾：「麤重縛；」

羅公：「及為麤重縛；」〔要勤修止觀，〕

聽眾：「爾乃得解脫。」

羅公：四句解，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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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普通眾生，這些凡夫，指這些凡夫是給兩種東西束縛住，綁住，被兩種東

西綁住，第一種是「相縛」，「相」者，相分，整日被那個相分束縛住，什麼被相分

遮住？沒有這個相分當下就是真如了，但是我們偏偏被它遮住，我們平時就見到有東

西遮住，入定就好了？沒有那麼多東西，是呀！入定時那幅牆是遮不到你，是嗎？其

他東西遮不到你，但你自己心裡的概念遮住你，概念不也是相分？「第六意識」的相

分，總之是被那些相分所束縛，不能夠打破它，好像一個帳幕遮住你，你不能夠離開

這個帳幕，眾生被那些相分、「第六意識」的相分，「第六意識」的相分就是概念，

束縛住！第一種縛；第二種縛，「及為麤重縛；」「麤重」是什麼？煩惱的種子，

貪、瞋、癡等的這些煩惱的種子，被那些煩惱的種子，即是習氣，種子又名叫做「習

氣」，被那些煩惱的習氣束縛住。

你今世死了，以為下一世會好些，誰知下一世，那些金錢也跟不了你走，你「第

八識」裏面那些煩惱種子就跟著去下一世，還是束縛住，「及為麤重縛；」你想解

脫，那個「相縛」還容易除一些，見道到那點鐘，譬如你見道，見道五分鐘，那五分

鐘就沒有「相縛」的，過了五分鐘，那「相縛」又起了，不過見道都得，「麤重」就

不行了！無得搞！要八地以上的「麤重」不出現，然後還有要成佛，成佛之前的那個

什麼？成佛的那個金剛、金剛心，成佛之前的一剎那，那些最強的無漏智出現，然後

才銷毀這些「麤重」，被這兩種「麤重」束縛住，他就要怎樣？「要勤修止觀，」

「爾」即是然後，然後可以解脫。解脫什麼？

從「相縛」與「麤重縛」裏面去解脫。這裏是什麼？「相縛」有兩種相，一種是

什麼？清淨相，是嗎？「縛」是「縛」，是清淨相還好些，一種是雜染相，那些叫有

漏的，無漏的也有相的，觀無漏的相，譬如你生極樂世界，見到那個佛，如果你是高

級的，是初地菩薩，你去修的，你所見到的是無漏的，不會怎樣束縛你，那些有漏的

一樣是束縛你的，被那些有漏的相縛，離開了，不用被那些有漏相來束縛你了，如果

你能夠，你能夠怎樣？

令最後連「三摩地」的影像都除去了，那些有漏的「相縛」沒有了，你就「從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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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縛相而得(解脫，彼亦)除遣。」到時候你說坐定我可以了！我又沒有「相縛」了！

不起了！這樣又是弊的，「彼亦除遣。」到時到你解脫的時候，你說我現在解脫了！

這樣又是執著有個「解脫」了，這個「彼」者，是指那種解脫的心，覺得有解脫的心

都除了它，這樣你就真正入勝義了，「彼亦除遣」。這是最徹底了，講到這裡就沒得

再講了！沒有得講了，你做了，你做得如何就是你閣下之事了，佛都無可奈何。好

了，讀下面的那一段。辛二，釋外疑難，解答、釋就是解答，解答那些外人的懷疑，

外人懷疑是這樣，我們讀完之後，你會懷疑的，就是十種相，第十一種相又怎樣搞

法？或者他有一個要解釋第十一種相出來？怎麼搞？

十種相就要十八個「空」，十八個「空」就用了十六個「空」，就是這麼多個

「空」了！是嗎？譬如我只是識這個「空」，不識那個「空」，怎麼搞？外人這樣

問。人呀！你們讀都有這個懷疑的，這 繁瑣！這個「空」就這個對付，那個來就那麽

個，不是！這個相就用這個「空」對付，那個相就用那個「空」對付，你就知書識

墨，頭腦清楚，還要對住那本經才行的！桂先生，你問問桂先生，如果你不拿住本

經，什麼相出現用什麼來除遣，你記不記得？不記得的嘛！你入定的時候不能拿住本

經在前面的！怎樣搞？豈不是很麻煩？是嗎？怎樣搞？外人這樣，外人這樣提出問

題，他解答這個問題，解答這個問題。

「難」者、就質問，那個「難」讀難，「難」即是質問，「當知就勝」這個

「勝」字，你們的年青人寫字可以慳幾筆，寫這個「勝」字的「月」字邊這樣就可以

了，「當知就勝說，如是空治如是相，非不一一治一切相。」一句。他說：善男子

啊！你應該知道，「就勝說」，就哪一種「空」的長處，「勝」即長處、長處，就那

個長處來講，我們就說某一種「空」就對付某一種相。這是這種「空」的長處來講而

已！就「非不一一治一切相。」我並不是說，每一種「空」可以十種相都能對付的。

任何一種都可以對付十種的，不過就長處來講，那種「空」就是對付那種，那是它的

特長，「就勝」即是就它的特長來講。這句識不識解？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

白？「就勝」，就那種十六種空的特長來講，我們就說某一種「空」就對付某一個

相，其實不是的，「一一」即是每一個，「一一」即是 each，每一個「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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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一切即是 all，所有的相的，聽不聽得明白？

即是說，講來講去你要兩個「空」就可以了，「無性空」、「無性自性空」，兩

個「空」你就不會偏執了。是嗎？好了，「譬如無明，非不能生乃至老死諸雜染法。

就勝但說能生於行；由是諸行親近緣故。」這裏一句。「就勝但說能生於行；」那個

「行」字最好就一點一撇(；)改了它，一個 semicolon，一點一撇(；)譬如，他舉了

一個例，舉一個譬如，「無明，非不能生乃至老死諸雜染法。」譬如我們「行」，是

嗎？「行」就產生「識」，「識」產生「名色」、「名色」產生「六處」；「六處」

產生「觸」；「觸」產生「受」；「受」產生「愛」；「愛」就產生〔「取」，

「取」就產生〕「有」；「有」就產生「生」；「生」就產生「老死」。這樣就叫做

「十二緣起」，前一段為緣就引起後一段，就叫做「緣起」，或者你可以講，前一段

為緣就引生後一段，這樣就叫做「緣生」。譬如「無明」就產生「行」；「行」就產

生「識」；「識」就產生「名色」，本來那個次序是這樣，他說這樣。

然則你問，無明不可以產生「識」嗎？不可以產生「名色」嗎？一定是產生

「行」嗎？如果有人這樣問，你怎樣答？他說，「無明」不是不可以產生這些，「無

明」亦可以產生「識」；「名色」、「六處」、「觸」；一路至到「老死」它都有力

量可以產生，但是就「勝」，就它的長處，就它的接近來講，它就直接產生「行」，

這個「勝」、「就勝」就是什麼？即是 directly，直接，或者它的長處，或者它的最

就近，「勝」。

「無明」不是不能產生一路至到老死，不過就它的「勝處」來講，就說它直接產

生「行」。何解要這樣講呢？因為「無明」與「行」是一個直接的緣來的，近的、直

接的緣，聽不聽的明白？這樣就解釋到了。他說，「譬如無明，」「譬如無明，」十

二緣起裏面的「無明」，「非不能生」，並不是不能夠生，不能夠生什麼？這個、這

個、這個、這個，一路至到老死它都能夠生的，不是不能夠生，「就勝但說能生於

行，」就它的特長、直接來講，它就直接產生「行」，何解要講它直接，不講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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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諸行親近緣故。」由於這個「無明」對於「行」是最直接的、親近的，最

直接的東西，不是疏遠的，親的。「此中道理，當知亦爾。」「此中」即是這裏，這

裏的「十六空」用來對付那十相的道理，「亦爾」，即也是一樣。就「勝」來說某一

種「空」就對付某一種相，其實每一個「空」都可以對付一切相的，聽不聽的明白？

明白，這裏最高級的就是下面一段，我們講一些下面的那一段，你看，上文那些

什麼？什麼對付什麼就這麼多了，你不用再去學了，老實講，你再去學你是白花你的

時間，是嗎？什麼書，什麼講入定的書你都可以看，但是你去學就不必了，是嗎？沒

有人高得過《解深密經》這一套了，現在世界上那些修定，我看沒有什麼可以比《解

深密經》的，你說他是作者更高的。

聽眾：是呀！還差那個「取」。「有」緣「取」、「取」緣「生」。

羅公：有什麼是比他更高的？夠了，你們拿著這件東西，以後不用了！不用去聽了，

講課就可以了！對！不用聽課，講課！

下面，庚三，問答，釋迦佛與彌勒菩薩問答，分別，分別即是說明，說明什麼？

總相空性，這個是真真正正的空性了，這個 emptiness是真真正正的，這個是什

麼？真如了。最後的、absolute的、最後的總相，「空」什麼都是假的！這個才是

總括一切的，這個是總括一切的，總相的，一切什麼「空」都是歸結於它的那個「空

性」，這個就是勝義諦，即是真如。聽不聽到？下面，問了，「爾時，慈氏菩薩復白

佛言：」「爾時，」即是到這個時候，講到這裏的時候，彌勒菩薩又問佛了，他怎樣

問呢？「世尊！」「世尊(啊)！此中何等空是總空性相？若諸菩薩了知是已，」那個

「已」字加回一撇(，)，「無有失壞於空性相，離增上慢？」他說，「世尊(啊)！此

中」，這裏你講了那麼多個「空性」了，是嗎？十幾個那麼多，何等「空」？怎樣

「空」法？哪一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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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才「總空性相」，總括一切「空性」的？「總相(的)空性」，就叫做「總空

性相」，總括宇宙萬有說它是「空」的，哪個「空」才是呢？這個「總空性相」是怎

樣的？下面那個是怎樣？是一個子句來的，是形容這個「總空性相」的，是一個

clause，是modify那個「總空性相」的，這個「總空性相」是怎樣？「若諸菩薩了

知是已，」這個「總空性相」就要這樣的，如果一個修止觀的菩薩一了解了這個「總

空性相」是怎樣的，他就會怎樣？「是」者，這個「是」字當「此」字解，「此」即

是這個「總空性相」，了解這個「總空性相」他就會怎樣？

他會能夠做到這樣，「無有失壞於空性相，」對於「空性」的道理，一點都不會

錯的，而且得到，「失」者，過失、錯誤，「壞」者，就是做不到，把捉不到，

「壞」了，無過失，沒有壞，沒有破壞，因為有些人一味修空觀，修壞了的，不會有

壞，也不會有過失，而且是「離增上慢」，入了、了解了「空性」，不會以為懶盞

(洋洋自得)那樣，自己很了不起，因為他懶盞(洋洋自得)，他還有一點點未放得下，

他能夠一切都放得下的，離開這個「增上慢」怎樣？未得就說得，自己未能做到就說

自己做到了，這是「增上慢」，「增上」即是過了龍(過頭了)，過了龍就叫做驕慢

了，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裝模作樣的那種「增上慢」。

我再覆述這一句，上文你講了那麼多種「空性」了，這麼多「空性」之中，哪一

個是總合的？「總空性(的)相」？這個「總空性相」要怎樣？如果那些菩薩一了解

它，體驗，這個「了知」就當體驗解，體驗這個「空性」，他就不會有過，對於「空

性」、所謂「空性」的這種東西就不會有錯誤的見解，修「空性」亦不會有失敗，能

夠這樣的。了解這個「總空性相」，哪個是呢？又能夠「離增上慢」的，最扼要就是

這個了！所以釋迦佛就讚他，特別讚他。如來正答。就分兩段，壬一，讚問許說。讚

他，說他得問得好，然後答應解釋。

然後壬二就依問正答。依他所問的，正式答了，讚問許說。「爾時，世尊歎慈氏

菩薩曰：」讚他了！他怎樣說？他說：「善哉，善哉！」即是好啊！好啊！「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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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叫一聲他，「善男子！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令諸菩薩於空性(的)相無

有失壞。」你現在能夠請問我，請問什麼？請問「如是深義，」請問如是深奧的道

理，這種道理是什麼？這種道理講出來，你這些人了解，就會「令諸菩薩」，令到那

些修止觀的菩薩，「於空性相無有失壞。」對於到底是什麼「空相」呢？

他證的時候，不會有過失，而且不會有錯誤，不會有「失壞」，何解呢？何解說

你問得好呢？何故我要讚你呢？「何以故？」為什麼我要讚你，說你問得好？「善男

子(啊)！」叫一聲他，「若諸菩薩於空性相有失壞者，便為失壞一切大乘，是故汝應

諦聽，諦聽！當為汝說總空性相。」「何以故？善男子！」叫一聲他，「若諸菩

薩」，若果修止觀的那些菩薩，「於空性(的)相有失壞者，」對於什麼叫做「空性」

這種情況「有失壞者，」會有過失，或者修的時候錯誤了，他就會怎樣？損失就很大

了，「失壞」什麼？「一切大乘。」整個大乘都會推翻，他所修的大乘全部錯誤了。

何解呢？最棹忌就是觀了「空性」就以為什麼都沒有的！這樣這種叫做什麼？空

執，有些人執著硬邦邦真是有件東西叫做「空性」的！這些叫做「有執」，這樣，

「執空」、「執有」都有過失，因為有過失去修就得不到結果，就壞了你的效果了。

「失」者就是過失，「壞」者，你得不到效果，反而得了一個反效果，如果執

「空」，我們今天來講就是虛無主義，是嗎？執有我們就說是一種頑固的實在論，這

裡直接就說它，根本你學大乘就錯誤了。你現在抓住這個標準去勘，你不要繞來繞去

根本就沒得講！你回去香港，抓住這個標準來勘，恐怕用百分之幾都不行，要千分之

幾才行，看看有多少，有幾多？用千做單位，有沒有多千分之一有錯誤？

用回這個標準，十有，一千分就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錯的。香港好多佛教徒

的，多倫多不錯的就更加少了！或者你們肯讀一下書，幾個月後就會不錯誤都說不

定。只要你能夠不錯誤，你不憂的！你死了之後實有兜率天給你生的！只要你修十善

就行了。下面正式答了：「善男子(啊)！」叫一聲他，「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

中，一切品類雜染、清淨遍計所執相，畢竟遠離性，及於此中都無所得，如是名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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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中總空性相。」這個就是正式真如了。

「若於依他起性(相)」，「依他起性(相)」即是現象界，眾緣和合所生的、幻有

的現象界，「及圓成實相中，」以及什麼？這個現象界裏面的 reality，那個本體，

真如本體，「圓成實相」，真如本體何解叫做「圓成實」？「圓」者，即是遍，

「遍」也，無乎不在，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就叫做「遍」，「圓」者，遍也，「成」

者，不變的，不變，不變即是永恆，不變，樣樣都變，不變即是沒有生、住、異、滅

的。「實」者，真的，不是假的，現象界都是眾緣和合而成，是假的，它不是假的，

這個就是真如。

這樣「依他起性」即是 phenomena，現象界；「圓成實性」即是 reality，本

體。對於現象與本體，在現，現象不是無的，現在說什麼都是「空」的，這是密意說

而已，不是真意來的。現象，眾緣和合所產生的現象不是無的，如果你說沒有，最好

你去摸一下那個電掣，沒有嘛！你說，有的，這樣，這個依他起性不是無，不過有而

不實，是這樣解，「圓成實性」有而真實，在這兩種東西之上就是什麼？

遠離！離開！離開什麼？離開「遍計所執」，「遍計所執」就是執著，不是執

「空」就是執「有」，「遍」者，周遍、到處，「計」即是計較，到處計較，硬是沒

有那種東西卻執那種東西，執出來的，「遍計所執」，在這個幻有的「依他起性」與

實有的「圓成實性」之上，掃除了一切「空執」、「有執」等等，遠離這個「空

執」、「有執」，這些「空執」、「有執」都是雜染性的，執都是雜染性的，但清淨

的執不執？清淨的一樣是執的，很多人執清淨的東西的，認為這些是實有，現在我得

涅槃了！涅槃！涅槃了！執著涅槃就是執著清淨，對於雜染的、清淨的執著。

一切品類，各種各樣的雜染的執著與清淨的執著全部遠離，不要否定這個現象界

與本體是無，亦不要執著現象界種種都是實有本體，硬邦邦的有一個，這個叫做「本

體」，因為本體無乎不在的，會有一個嗎？一個一個的嗎？遠離！遠離理論上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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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不行，你得我都得。但是，「及於此中都無所得，」我們修止觀了，修止觀的

時候，不覺得它實，也不覺得它無，連那些概念都遣，全部排除，沒有那個相縛遮

住，直接滲入把捉那個「圓成實性」的，那時沒有概念，「無所得」即無概念可得、

無相可得、沒有 image可得。「如是名為於大乘中總空性相。」這個這樣的就是在

大乘裏面的修法，那個「總空性相」，真如空性了，難就難在什麼？，「於此中都無

所得，」沒有相分可得，沒有 image可得，直接滲入去把捉它，這個就是「總空性

相」。這個不就是六祖那個什麼？「本來無一物」那個傢伙？是嗎？「無頭無尾，無

底無面」那些，講來講去都是那些，不過它《解深密經》就講得清楚些給你聽那樣解

而已。

下面那裏就讀了它，很簡單的。丁十一，第十三門了，丁十三，第十三門了。全

本經，快了，不是！這個〈分別瑜伽品〉快〔講〕完了。「能攝諸定」，「攝」即包

括，這一門講什麼？只要你修止觀，不論什麼，「定」即是三昧，不論什麼三昧都包

括在內，換言之，即是你修止觀，你連密宗的「無上瑜伽」都包括在內，連你念阿彌

陀佛亦包括在內，你修禪宗亦包括在內，什麼都是止觀來的，這個是用止觀來統括一

切的，所以現在有些人說不用修止觀的，念一下佛就行了，他這些人都懵的！直情懵

的！這些人一定沒有得生的！你即是與彌勒作對，是嗎？不是與我作對！同我作對就

事小，你是與彌勒作對、與釋迦老祖作對！是嗎？一問一答，戊一、問：「慈氏菩薩

復白佛言：」又問佛，「世尊！此奢摩他、毘 舍那，能攝幾種勝三摩地？」　「三鉢

摩地」即是三昧，即是定，「此奢摩他、毘 舍那，」「奢摩他」是止；「毘 舍鉢 鉢

那」就是觀，　你，現在我這裏講的那種奢摩他、止觀，「能攝」，「攝」即包括，

能夠包括幾多種好的定呢？「勝」、殊勝的定呢？

下面戊二，釋迦佛答。「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我說)如我所說無量聲聞、

菩薩、如來，有無量種勝三摩地，當知一切皆此所攝。」他說：「善男子！如我所

說」，「如」即是依照，依照我所講，「無量聲聞、菩薩、如來，」不論他是小乘的

聲聞，大乘的顯教、密教的那些菩薩，甚至到如來所修的定，這些就是大乘、小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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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所有的「無量種」，無量那麼多種類的「勝三摩地」，那些優勝的定，禪定，「當

知一切皆此所攝。」我們應該知道，全部包括在現在我們講的這種止觀內了，即是

說，你修到這種止觀就什麼都可以了，今天就印了這麼多，沒有了。

聽眾：當有自相，有共相，是嗎？

羅公：是。

聽眾：何解無為法是無相？

羅公：那個是無相的「相」，

聽眾：無相的「相」是實相嗎？

羅公：實相有無相之「相」，實相都有個無相之「相」，實相的「相」就是無相，

「相」就是情況，「無相」即是無，「無相」即是無什麼？無生、住、異、滅

的相。

聽眾：這個無為法的自相共相呢？

羅公：無為法本身就是自相，無為法不是有自相嗎？

聽眾：有為法都有相啦！

羅公：無為法的相不是形狀，那是一個……

聽眾：那個無相的相。

羅公：是。無相之相，那個「相」字當情況，無相的情況。

聽眾：無相的情況。

羅公：無生、滅、住、異相的情況。

聽眾：九零年六月三日。

羅公：第十八門就止了，丁十四，止觀因果作業門。

就是講，止觀，修止觀，修這種止觀以什麼為因然後可以修？因；果，修這種止

觀的果是怎樣？作業、作業即是作用，purpose,即是作用，修止觀的作業是怎樣

的？即是三種東西，因、果、作業，分三段。第一段，戊一，就是辨止觀的因；戊

二，就是辨止觀的果；戊三，就是明止觀的作業。現在戊一，辨止觀因。大家看佛經

要記住，那個「辨」字與那個「明」字，即是有時就用「辨」字，有時用「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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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字，那個「示」字，是同解的，就說明如何，「顯」就即是顯示，也是說明那

樣解，「示」、告訴你知道，也是說明那樣解。

辨止觀的因，一問一答，己一是問，彌勒菩薩問，「世尊(啊)！此奢摩他、毘鉢

舍那以何為因？」「此奢摩他」就是止；「毘 舍那」就是觀，我們想修止觀，「以鉢

何為因」而修止觀？意思即是什麼？人人都修的，為何要因？即是說，你想修止觀有

成就，你先有一個因。答了，「善男子！清淨尸羅，清淨聞思所成正見，以為其

因。」即是說，你想修止觀成就，就要先具備這兩種東西，第一，「清淨(的)尸

羅，」 laśī 那個字，「尸羅」，梵文即是 laśī ， laśī 即是戒律，戒律，守戒律守得好。

怎樣叫做守得好呢？如果你是受五戒的，你就守五戒；如果你是受菩薩戒的，你

就守菩薩戒，「尸羅」，戒律。如果你說，我是未受的，你自己可以受。自己，我又

不做的，我不用特別的、特殊形式的，也可以，這樣就記住，「七支性戒」，身三、

語四就七支；身、殺、害命、殺生、偷東西、身要用動作的，邪淫、亂搞淫欲，正式

結婚的男女不算邪淫。是嗎？

這樣就身三種，語就四，四種，妄語、講大話；惡口、用粗口來罵人，你死仔！

你什麼等等。你「 家剷」這些，惡口；綺語，綺語最多人犯，尤其是女人，指桑罵冚

槐，故意用一些巧妙的說話來挑剔別人，女人最棹忌，多嘴的女人，這些最棹忌，男

人都有，不過男人就少一些，女人最厲害。綺語、惡，什麼？兩舌，「兩舌」即是什

麼，兩舌應該譯作「離間語」，「兩舌」兩個字譯得不好。離間，在甲處講衰乙方，

在乙面前講衰阿甲，令到甲與乙的感情離間，這叫做「離間語」，舊譯譯做「兩

舌」。四種，身三支，語四支是基本的，其餘都是加上去的。

那些叫做「性罪」，這七支就叫做「性罪」，「性」者，即是本身，本身、它本

身是有罪的，你說，我不受戒就無罪了！不受戒都一樣有罪的！是嗎？你不受戒，你

殺人就不用填命嗎？受了戒才要填命嗎？不過受了戒，那個儀式來怎樣？警覺你那樣

23



解而已！本身就有罪的！不論什麼人做，做了本身就是有罪的。戒律，除了這些「性

戒」之外，其餘那些叫做「遮戒」。「遮戒」，「遮」即是防止，防止你發生罪惡，

例如什麼？飲酒，飲酒本來無罪的，但是為何要設立這個飲酒、飲醉酒的戒？因為飲

醉酒會亂性，會容易犯罪，所以叫做「遮戒」。例如一個出家人不能夠隨街看女人，

看一下女人都有罪嗎？不是！因為看一下就容易引起犯罪那樣解而已。是嗎？這些叫

做「遮戒」，大部分真正的「性戒」就是這七條。

這樣最緊要就是「性戒」清淨，你想修止觀成功就要有清淨的戒律，清淨的什

麼？智慧，正見，佛經裏面的那個「見」字都是指那個智慧，正見就是正的智慧，什

麼正的智慧？聞所成的智慧，讀經論所得到的、瞭解的、很粗淺的智慧，思所成的智

慧，聽聞經教之後，自己消化了它所得來的智慧，這樣即是有聞所成慧，有思所成

慧，這樣就無需修所成慧嗎？修所成慧就是修止觀得來的。即是說有戒與正見兩種做

基礎，修止觀才有用的，不然你的止觀無因是不會成功的。

所以有些人說，不用的！你坐就可以了！那些人是懵的！你怎樣得聞思正見？坐

在那裏就可以嗎？那種聞思，怎樣「聞」？是嗎？你不讀經又如何「聞」？這個

「聞」是廣義的，來看都是叫做「聞」。不止「聞」，而且還要消化它才是！所以現

在那些蠢才整天坐，沒有的！這些沒有用的！這樣就是止觀的因。這樣就止觀的果

了，譬如你有了因，你修止觀會成功了。這樣修止觀得到了什麼果呢？

一個問，一答了，辨止觀果。問了，彌勒菩薩問，「世尊！此奢摩他、毘 舍那鉢

以何為果？」修這個「奢摩他、毘 舍那」有什麼果呢？答了，佛答了，答就分兩重鉢

來答。「復次」、「復次」即是一輪，第二個「復次」即是第二輪。第一輪，分兩輪

來答。第一個「復次」，第一輪，庚一，「善男子！(善清淨戒)、清淨心、善清淨

慧，以為其果。」他說所得的「果」就是這兩種，這兩種是什麼？

第一種是「善清淨心」，這種「心」指定，定，你會得到很好的定，這種定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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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你見道，或者會令你引發神通，「清淨(的)心」，這個「心」即是修止來的，你以

前修的止未得，現在可以了，以前的那些未得清淨，現在你學修止觀，將來你的止會

得到清淨了。「善」者即是好的，那個「清淨」兩個字很闊的，無漏的，是嗎？你將

來可以得到無漏的定的。

「善清淨慧，」「慧」，智慧，那個「慧」字很闊的，小則很了解事物，是嗎？

了解那些經文，大的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都是智慧來的！「正等正覺」都是智

慧來的，「以為其果」。第一重。其實這兩重就什麼都包括了，是嗎？他還擔心別人

不明白，再重複，再講一輪，庚二，第二個「復次」，「一切聲聞及如來等，所有世

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當知皆是此奢摩他、毘 舍那所得之果。」　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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