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家，第二天早上看一看，何解表哥家裡後面有個人生仔(分娩)？要看一看才

行。去看一看，表哥卻說沒有這回事！我明明見到的！見到什麼？你是發夢而已！他

不知道自己是發夢的，明明我在門口、在後門入時見到，怎會做夢？我帶你去看，看

看花園，花園什麼都沒有，有間豬屋，他去看，看見一間豬屋，有隻豬，有隻母豬，

那就生了十二隻豬仔，不是！生了十一隻、十二隻豬仔就死了一隻，一窩裏死了一

隻，他一想，咦！那隻可能是我投胎來的！就因為我識得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我掉

頭就走，所以那隻豬仔就死了。這段故事我的老師對我講的。太老師朱九江 (朱次琦

1807—1881)，這些之類。無他，即是說這種俱生煩惱我們想斬斷它很不容易，但是

我們制止著它，所以儒家的人不主張人斷欲，我們的欲望是要制止的，儒家就是什

麼？把那些欲望，這個「己」就是指自己的私欲，他沒有說將自己的私欲都剷除，

「克」就是克制，克制我們自己的私欲的程度，克制的程度克制成怎樣？

「復禮」，「復」即歸，歸復於禮，不會打破那個「禮」就算了，在「禮」的範

圍之內，你的情欲，你個人的欲望，儘管由得它。儒家不剷除欲的，所以儒家主張別

人享樂，它主張你儘管享樂，中國的思想，墨家是享樂都不對的，道家就享樂都不是

很有興趣的，儒家就不是，樂要樂，不要過份，「樂而不淫」，不要過份，樂要快

樂，但不要過份，這樣就有感情了，有悲哀，有樂，樂的對面就是悲哀，悲哀就仍然

要保留，但是哀而不傷，悲哀可以悲哀，不要悲哀到傷害身體，「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所以儒家的人要保留情欲，保留一些煩惱就一樣是這樣，儒家它不剷除「煩惱

障」的。

你看看，現在那些人不讀的，叫做《孝經》，講孝的，它說，當你的父母死了的

時候，他要怎樣？「擗踴哭泣，哀以送之。」你的父母死了，你就要悲哀到頓地，

「擗踴」，哭，很悲哀地送你的父親去墳場，就要「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你明明

是要將父母來葬了，都要找人占卜一下，占一下卦，即是今日的看一下風水，確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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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的，然後才將他安放下去。他不是信風水，不是信占卦，他即是心要這樣才安。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當你的父母他們在生的時候，你要愛他們，不只是愛，還

要敬，生的時候「愛敬」，這也是保留一些好的「煩惱障」，「愛敬」，愛已經是煩

惱，「死事哀慼」。當父母死的時候你要悲哀，悲哀到極，有多悲哀就多悲哀，悲哀

也是「煩惱障」來的。但是它這樣，悲哀你可以悲哀，但是你不要悲哀到連那條命都

沒有了，就要怎樣？

《孝經》教人「三日而食」，死父母的時候，舊時是連飯都不吃的！但是那本

《孝經》說，第三日你就要食飯了，何解？「三日而食， (教人)、教民無以死傷

生。」何解聖人教人，你死父母的時候你悲哀，但第三日你一定要食飯？他就教人

說，不要因為已死的人傷害了你們生的人，「毀不滅性，」你的容貌可以毀，很殘，

但是不要傷害你的生命，「此聖人之政也。」這樣〔佛教〕都是，所以佛教與儒家，

大乘佛教與儒家思想可以相容。但是小乘佛教在中國就不能相容的，小乘佛教幾乎六

親的感情差不多都斷了。在中國，中國人不好這種東西，即是你去斯里蘭卡、泰國，

將那套小乘佛教搬來中國，不興(行不通)的。

好了，「煩惱障」，有分別起的，有俱生起的，你能夠將「煩惱障」中的那些

「分別煩惱障」剷除，又將那些「所知障」、「分別所知障」都剷除，以兩種障的

「所知障」，不是！兩種分別的障都剷除了，你就叫做入初地了，初地菩薩。如果單

就這一點來講，儒家很多人都做得到，初地菩薩。天主教、基督教的那些修士等等很

多都做得到的，「分別煩惱」斬斷。善男子！釋初地障。「善男子！此奢摩他、毘鉢

舍那，於初地中，對治(什麼？)惡趣煩惱業生雜染障。」斷那種障，這種障是什麼？

令你入惡趣的、惡趣的煩惱，「煩惱」者，即是貪、瞋、癡的那些煩惱，令你入惡趣

的煩惱，那些煩惱本身就是一種障，障礙你入涅槃的。

由煩惱而引起造業，惡業、有漏業，有漏惡業，這些惡業引你入惡趣的。

「生」、生在惡趣，生在地獄、生在餓鬼、生在畜牲或者生在人間而很悲慘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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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障。這些由分別，由思想分別而起的「雜染障」。不是！令你入惡趣的煩惱，令

你入惡趣的業，令你真正生入惡趣的生的、真正生入惡趣的那種那樣的雜染，「雜

染」即是有漏法。這三種惡，「煩惱雜染」、「業雜染」、「生雜染」，這三種叫做

「三雜染」。分別起的三種雜染都剷除了，你就沒有辦法入惡趣了，即是入了初地就

不會入惡趣了。不是很難的！「分別煩惱障」你可以今世搞定它都可以的，讀一讀佛

經，修一下止觀，持菩薩戒，很容易你就入初地。有些地更高，八、九地以上，那些

七、八地以上，孔子、耶穌那些都是七、八地以上了。

庚二，明第二地障。「第二地中，對治微細誤犯現行障。」「犯」者，指犯戒，

即是說，初地菩薩雖然不會入惡趣，但是他仍然對菩薩戒裡的那些微細的戒，偶然還

是會犯戒的，但是如果你偶然的微細戒都不犯的，你就叫做已經進入了第二地了。即

是換言之，即是能夠做到很微細的那些「誤犯現行」，「誤犯」戒律的那種情況出現

的，這樣，你就是第二地菩薩了。這種障是什麼？何解會誤犯？這些是什麼？即是一

下檢點不到，這種何解檢點不到？

是「所知障」裏面的「俱生所知障」的一部分，即是說初地，入了初地之前，

「俱生所知障」一點都未曾郁(移動)，「煩惱障」就更加沒有郁，如果「俱生所知

障」斷了一步，斷到能夠「微細戒」都不犯，你就是第二地菩薩了。所以即是現在有

些人說，我都不要受戒了，免得一不小心犯了戒。這種人蠢材到極，蠢材加零一，加

些陀鐵才行，你不受戒就沒有罪嗎？你不受殺生戒，你就隨便殺人都無罪了，怎會蠢

成這樣？受了戒我會犯戒，不受戒我不犯。不受戒就更慘！你受了戒，犯了戒那個戒

體會減輕的，你受了戒，你犯戒時會減輕的，還有良師益友會提攜你的。

第二地的障就以「所知障」中俱生的一部分，並且由這種俱生的煩惱，俱生的

「所知障」就引起了一種「誤犯」的行為，身業、口業、意業，「誤犯」的身、口、

意，這樣即是業與那些俱生的「所知障」為體，這樣即是說，在第二地裏面，對於

「煩惱障」都是不能郁的，不郁它，保留它，保留亦不會惡性的，因為到了惡性的時

3



候，它有個般若智會控制住。

第三地了，「第三地中，對治欲貪障。」這個也是，你看旁邊那個括弧裡面，亦

都是「俱生所知障」中的一部分，一分，第三地的。即是說，這些「欲貪障」很微、

很微了，但是欲貪有兩種，一種是什麼？屬於「煩惱障」的欲貪。例如什麼？你見到

女性而歡喜；見到你自己的子女而很愛他，這些「煩惱障」，這些「煩惱障」的欲

貪，他不除，除「所知障」的欲貪而已，「所知障」的欲貪是什麼？例如什麼？我要

做大總統，我要做拿破崙；我要做希特拉；我要做毛澤東，那一類，權力欲那一類，

那種欲貪斷了。

第四地了，庚四，明第四地的障。「第四地中，對治定愛及法愛障。」入第三地

是對於定最喜愛的，對於佛法，法都還是真是好的，都起愛心的，這種都是障礙來

的！對於「定愛」不是「煩惱障」，愛女人那些是「煩惱障」，愛定那些是「所知

障」來的，對法、對佛法的愛，那些是「所知障」來的，不是「煩惱障」來的。對於

子女的愛就是「煩惱障」，對於佛法的愛是「所知障」來的。這樣，第三地菩薩都有

的！對定愛，對法愛，但是也除了它！對定愛、法愛都不起貪戀，你就入你的第四

地。這即是說，第四地的菩薩是對定、對佛法都沒有這麼嚴格，這麼緊張了，是嗎？

有一種人就這樣的，三地以前的菩薩都批到正(嚴格遵行)的，一到第四地的那些就很

寬容了，因為他自己沒有定愛、法愛了，認為佛法有好多東西都是假立的。是嗎？

這個亦是「所知障」中的一部分，不是「煩惱障」，第五地了，「第五地中，對

治生死涅槃一向背趣障。」這些就是什麼？這些小乘人轉大乘最多這種，大乘的人比

較少些，對生死「一向背」，「一向」兩個字即是從始至終都是不喜歡的！「背」即

是不喜歡，對生死輪迴是「背」，一向都「背」；對涅槃一向都「趣」，「趣」、趣

向，整日求涅槃，小乘人回心向大的這個最多。一到，因為怎樣？小乘人整天顧著四

諦，「苦、集、滅、道」，整日討厭這個「苦諦」、「集諦」，整日都歡喜「滅

諦」、「道諦」，第五地，因為他整日多修四諦觀來斷這個，斷除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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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死不是很好知道，但是不是說不好，生死是不好，你迷戀生死就不好，但是

你修行大乘，故意保留、故意保留這個煩惱入生死輪迴很好，好，涅槃是好，但是涅

槃，你又很有學問，很有道德你就涅槃了，這樣那些眾生豈不是很損失？你能夠不入

涅槃！無住涅槃！不住，不住於涅槃，能夠這樣就沒有這種障。整日歡喜涅槃是一種

障，成日歡喜，成日怕生死都是一種障。即是說，這種障要怎樣？第五地就沒有了，

四地以前你都會怕的，不能怪你們怕，快快趣趣(快些)先去極樂世界。葉文意都怕，

這個世界真是苦囉！整日對我講，真是要去極樂世界才行了！你想不想去？陳芷君？

你想去？你還有很多，你過去無量世的很多子女還在這裏生死輪迴，你要照顧他們，

還有很多父母對你有恩的，你都不能擺脫他們就走了去，

聽眾：你可以回來嘛！

羅公：回來？你都不知入了地獄多少次了！忉利天一日，約莫等於我們現在一百五十

年以上，你說阿彌陀佛那裏一日，可能你在娑婆世界修行，可能證阿羅漢，都

早已證阿羅漢果了！你去了兩日，可能他已經證阿羅漢果了！而且去那裏後，

你這麼容易回來嗎？不是說你初地菩薩就可以回來的！你去到那裡還要修行，

聽眾：那就先修一下行囉！

羅公：修一下行？我們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個阿僧祇劫就可以入初地了，你在極樂世

界那裏，哪裡有功德給你做？沒有得布施……

聽眾：這個世界如此五濁惡世……

羅公：五濁惡世，你怕五濁惡世你就不能夠修大乘，何解有些人說一定要這樣？就對

那些人什麼？不應該是對你講的，對那些無可奈何的阿婆，你去極樂世界吧！

你不應該。

聽眾：不是！我都是！我是想去極樂世界的！

羅公：對那些無可奈何的阿婆，我時時都勸那些人，對於那些伯爺公(老公公)沒有辦

法的！你念佛吧！你不要搞這麼多東西，生極樂世界？其實哪裡有得他生呢？

沒有的！「別時意趣」呀！這是了義的「別時意趣」，你不要出去講呀！他沒

有得生的！別時，不知幾多萬劫之後，真正極樂世界要入了初地才能夠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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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初地一發願就可以往生。

聽眾：你說我們現在如果真真正正發心都可以入初地嘛！

羅公：就是嘛！你要先入初地！

聽眾：就是！現在先做一下功夫囉！

羅公：哦！現在做功夫，這樣你就不要整天貪快些去了，是嗎？

聽眾：不過人命無常，現在這麼老了，你想不去都不行的！

羅公：對呀！這即是說，你對於那些不了義經的講法，你就以為它是真，是嗎？不是

的！你要勤修加行的！

聽眾：這個五濁惡世都好可怕，我都好怕。

聽眾：我告訴你知，這個五濁惡世，你有時惛惛昧昧。

羅公：有什麼好怕的？

聽眾：這個世界無可挽救。

羅公：何解：怎樣無可挽救？

聽眾：幾多犯罪惡！

羅公：無可挽救？你去挽救嘛！

聽眾：這個世界的人 90%都是犯罪惡的，我不犯罪惡，90%都是犯罪惡的，

羅公：不怕的！你有本領就不怕入水，如果你不識游水，你就不要落，先學一下游

泳，是嗎？

聽眾：看到都害怕！這個世界。

羅公：我又不怕的。

聽眾：你說由出世，有生一日到現在，我現在都不知受了多少苦，真是不要想回頭，

想了更加想快點去極樂世界。

羅公：是呀！能去都不錯的！但是你不能去嘛！假的，你不能去，《解深密經》說告

訴你，另一品會告訴不行的。你現在那些人，那些法師他們不讀《解深密經》

的！

聽眾：更難去。

聽眾：難是難去，但是難都要加功修行嘛！

聽眾：難呀！我們學佛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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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你煩惱，何解你覺得這個是五濁惡世？這個五濁惡世是你來的！你明不明白何

解你生五濁惡世？這個五濁惡世是你「阿賴耶識」裏面的五濁惡世種子變出來

的！不是你！明第六地裡面要對付的障了。 (「第六地中，對治相多現行

障。」)入了第五地的時候，整日覺得生死不好，整日覺得涅槃是快樂，是

嗎？因為何解？他修四諦觀，「苦、集」都是不好的，「滅、道」才是好的，

這樣就執著了，生死一定不好，涅槃就一定好，這些就變成了是一種法執來

的，這種法執到第六地就對付了，第六地就怎樣？

生死是雜染相，涅槃是清淨相，這些相，這些這樣粗的相就掃除了，不會了，不

會太過整日傾向涅槃，不會太過討厭生死，第六地是對付這種障。到第七地了，第七

地又怎樣呢？明第七地的障。「第七地中，對治細相現行障。」當他未入第七地之

前，他在第六地裡面就歡喜修什麼？歡喜修這個、觀「十二因緣」，「十二緣起」，

尤其是那些回心向大的那些人，就覺得我們生死有一種微細的，生死輪迴有一種很微

細的因果關係在這裏，於是他這種微細的生死輪迴與很微細的什麼？還滅，「十二因

緣」有順著下去有「流轉十二因緣」的；又有「還滅十二因緣」，他修什麼？很微細

的，他修止觀的時候他看到，由於我們無始以來有「無明」，有無明就產生了那種什

麼？有漏的業，由於有漏的業就引生什麼？

「識」，求生，一有了「生」，投生之後，就慢慢、慢慢發展，就有了在胎裡面

的小孩子，六根具備，六根具備，器官圓滿就出世，接觸這個新的世界，出世以後就

感受這個新世界的苦樂，當我們樂的時候，我們覺得可愛；苦的時候我們就覺得害

怕，所以我就沉迷於那種樂，貪愛那些樂，貪愛那些樂就執著、追求，追求的時候就

造了很多業，這些業又種下來，種下來生的生死輪回，到我這一世死的時候來生又

生，又做另一世人，又這樣一路、一路地輪轉、輪轉下去，由不知幾多萬萬年前一路

輪轉到現在，日後如果我們不想辦法來截止它，就一路永遠無止境地生死輪迴，這種

叫做流轉相，很微細的。不用解了！流轉者，因為我們的貪、瞋、癡煩惱，我們把那

個「無明」剷除它，修行，修行八正道，這樣就如何？怎樣呢？先滅了「無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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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滅就不會造業，不造業我們就不會再受生，不會再生我們就不會有老死，這樣生

死輪迴就斷了，證阿羅漢果，入無餘涅槃，這樣就叫做什麼？「還滅」，流轉與還滅

都很微細的，我們第六地的時候就觀這個十二因緣的「流轉相」與「還滅相」，那個

細的相我們很清楚的，因為很清楚了，所以就執著這些「細相」，這種「細相」要怎

樣？第七地，「第七地中，」對於那些「細相現行」，那些微細的「流轉相」與微細

的「還滅相」對付了！

到第七地對付那些微細的流轉相與還滅相之後，我們就第二個無量劫，第二個阿

僧祇劫完了。到第八地起，就是第三個阿僧祇劫。第三個阿僧祇劫整日不用吃力，入

空觀了。到第七地，我們修空觀修得很好了，但是不夠自在，修空觀很吃力，我們要

空，要空，空到證一切，一切執著都空了，而那個真如整個顯露的時候，要很吃力才

可以，七地以前很吃力。但是一到不用吃力了，你就叫做什麼？很自在了！你就叫做

「觀自在菩薩」了，第八地菩薩了。就是怎樣？

「第八地中，對治於無相作功用及於有相不得自在障。」到第八地對付兩種東

西，第一種、與無相，「無相」即是空，這個真如，無相的真如，要加功的，第八地

就無須加功了，七地以前要加功，它已經對付了，不用加功了，對於有相，對於有相

的現象界，他能夠自在控制，這種〔菩薩〕有大神通，如果你真正是〔被他〕摸一下

眼都開，盲眼都開了，掐一下你就內傷都好了，這都是第八地菩薩才容易做得到的，

對於有相的東西他能夠自在，福氣又這樣好，福氣很好的。是嗎？

六祖都是崇拜他，現在還是這麼多人崇拜他。六祖他不識字的，他正式是觀自在

菩薩那一類，有大神通，神通都有的，六祖有神通的。即是好像耶穌那些都可能是第

八地菩薩來的，耶穌那些，盲眼人都能因為祂摸一下就開了眼.這些之後，他在那裡

修，在那些來修什麼呢？我有一支箭咀在那裡，此地就學人修什麼？修四無礙解，

「解」即是智慧，修一種四無礙的智慧，但是不能夠自在，很吃力才能夠修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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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是四無礙呢？這是解得很微妙了，在頭上那裡，四無礙解，佛就最圓滿了，

四無礙解，八地以上，八地才學修，九地以上一路路修好了，第一種，「法無礙

解」，「法」者，佛法，那些經教，對於那些一切經教，他的智慧無障礙。照字面本

來就是這樣解，但是那些人就解得它深了，於一名句中就現一切名句，唉！真是難

了！你讀經，經裏面說「如是我聞」，一個名，「如是我聞」是一句話而已！你一切

名句，一念這句「如是我聞」，你就一切經裡面的名句就顯現了！都可以了解了！我

就很難解釋，是嗎？但是經過那些歷代的祖師都是這樣解，解得如此玄妙。但字面就

不是了！「法無礙」，「法」就是那些經論而已！對於佛家的經論，他的智慧是無礙

的，怎樣他都不會覺得有抵觸、有矛盾的，就是這麼簡單。

第二，「詞無礙解」，「法」者，指那些經裏面的義理無礙，「詞」者，那些語

言，對於語言，經裏面的語言是無礙的，例如什麼？對於經裏面的哪些語言是㪐㪐㩿

㩿(艱澀)的，但他都是無礙的，對於經裡那些互相矛盾的講法，那些說話都是無礙

的，「詞無礙解」是指語言。但是那些人就解得很妙了！於一切音聲中現一切音聲

了！念一聲Oṃ！就所有聲音都出現了，尤其是密宗念一聲「阿」！就所有什麼東西

全部都來了！「詞無礙」我就不識解了，這種這樣的搞法！我就照字面解，對於語言

都無障礙。

第三，「義無礙解」。這個對於一切義理，不一定是經論裏面的義理，「法」就

是那些經論裡面的、經論裡的那些法，這個「義」是對於世間、出世間的一切義理他

都無障礙的！都能夠了解。但是舊時的人就說，於一切義中現一切義，譬如你念一句

什麼？《金剛經》裡面「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這

樣就一個意義了，它三藏十二部經的意義全部被他念一句就全部出現了！何解會這樣

呢？第四，「辨無礙解」，我寫原文，這個是知字。「辯才無礙」，佛就確是辯才無

礙的！是嗎？很多好像龍樹、無著、世親，這些都是辯才無礙的，就是這麼簡單。是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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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是到第八地就是真正修這幾種東西了。修這幾種內容要第九地才自在，第

九地，明第九地障。「第九地中，對治於一切種」，「一切種」合併就是「所有」那

樣解。「一切種善巧言辭不得自在障。」即是八地之前，不是！由八地之前一路數上

去，對於那些「善巧言辭」都不能夠自在的。講話有時都會㪐㩿(不流暢)的，那些難

題都搞不定的，一到第九地就絕無了，可以巧妙到極的！

第十地中，「第十地中，對治不得圓滿法身證得障。」到了第九地的時候，這個

「真如」者，這個真如，法身就以真如為體，證真如就第九地都不是證得很圓滿的，

到第十地就對付那種障，對付那種障就證真如，差不多圓滿了，再過一個就是三身出

現了，這樣就佛地了，這樣就講到第十地了。第十地所對治的障。這十地的障通通是

什麼？是「所知障」來的，「煩惱障」是怎樣？第十地完結，將近入如來地的那個時

候，那些極強、極強的根本無漏智在那時出現，就摧毀了那些「煩惱障」的種子，保

留到那時候摧毀。

聽眾：即是等覺菩薩。

羅公：等覺菩薩了，第十地。

聽眾：等覺菩薩還有一分無明未破，

羅公：保到那時才摧毀它，這樣，一摧毀它就佛地了！成佛了。

庚十一，明第十一地所對付的障。分兩段，第一段，辛一，說明他所對付的障，

然後辛二就是告訴你，斷了這種障怎樣好法。「此奢摩他、毘 舍那，於如來地鉢 (即

是佛地了)，對治極微細最極微細煩惱障」對治了，「所知障」亦完全對治了，那時

你就好像彌勒菩薩那樣了，彌勒菩薩那樣。不止！彌勒菩薩都未到，釋迦佛在菩提樹

下的那個時候，在菩提樹下成佛的時候，夜睹明星那時。斷了障之後就怎樣？看看：

斷障的勝利。「由能永害如是障故，究竟證得無著無礙(的)一切智見。依於所作成滿

(的)所緣，建立最極清淨(的)法身。」他說：「由能永害如是障故，」這個「害」字

就是斬斷，永遠斬斷了這種障了。這種什麼？是所剩的殘餘的極微細、最極微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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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障」與「所知障」，就沒有了這兩種障了，就「究竟證得」，「究竟」者，即

是徹徹底底，徹底地，徹底地怎樣？「證得」，直接體驗到了，體驗到什麼？「無著

無礙」，無執著的，自己內心不會執著的，「無礙」即是外面沒有任何東西能障礙

你，那種什麼？一切一切那些「智見」，那種「無著無礙」的「智見」，這種「無著

無礙」的「智見」是兩種不同的解釋。

第一種解釋就是指什麼？指「人空智」與「法空智」，就「根本智」來講，一個

解釋；第二個解釋就說不止這樣！「無著無礙」的「智見」嘛！「無著」就沒有執著

的，這個就是指「根本智」，指「人空智」與「法空智」的「根本智」，是「無著

智」。「無礙智」是指「後得智」，能夠觀察一切東西，能夠顯現神通這種「後得

智」，無礙的，第二個解法。普通圓測法師就取第一種的，圓測法師取第一種。我在

這裏看到是誰引第二種來講的？王恩洋就講第二種。我就依據圓測法師講，我就寫了

第一種在上頭，其實我覺得第二種更加可行，「無著」就是「根本智」，空的、無概

念的、無礙的「後得智」，神通無礙嘛！王恩洋的講法。

不過我見他在古人裡就沒有什麼好的依據，我就沒有寫上去。如果你要，你就寫

上去。是不是好一些？好些就好些。「止觀能證菩提門」。修止觀就可以證菩提，上

文你釋迦老祖講第幾地是如何，第幾地是怎樣，全部都講得這麼好，我們這樣就好像

一步步，好像那些 courses，一路一路，一層一層那樣，每層裡面是怎樣修法的？他

問實際怎樣修法。止觀是可以證菩提了，是嗎？怎樣證法呢？怎樣修法呢？有條路，

是呀！你叫我行，怎樣行法呢？就問了，他問得很切實的！問了。「慈氏菩薩復白佛

言：」他又問佛了，世尊！叫一聲他，「世尊！云何菩薩依奢摩他、毘 舍那勤修行鉢

故，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依照你上文所講，一個菩薩如果依據修止，「奢摩他」，與依據修觀，「毘 舍鉢

那」，就可以得成佛，「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亦相信，但是，「云何」？

怎樣修法呢？你說修行就會證，怎樣修？如何證呢？這個「云何」即是 how，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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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他這個打穿沙盤問到篤(徹底問清楚)。答了這裏亦無可再答了，已經是尾聲了。

他答了，佛答得這裡很複雜，這一段解釋很長，怎樣修行？怎樣修行？第二段是最後

一句話結束，現在就釋了，己一，釋，釋又分兩中段，庚一、庚二。

庚一，明因位勤修諸行。由我們修行一路到成佛，我們很簡單分做兩階段，第一

階段，未成佛一個階段，就叫做「因」，「位」就是階段，「因」的階段。成了佛，

成佛是果。成了佛之後怎樣利眾生，這是果的階段，「果」的階段我們就很遙遠，

「因」的階段就要詳細一些講了。即是由我們修行一路到十地成佛之前，怎樣修行

法？下面了，庚一，就說明在因位裏面就怎樣勤力去修行，那些諸行，「行」者，即

是道德的節目。現在庚一，明因位勤修諸行。裏面又分三小段，第一段，辛一，法

說，「法說」即是依理直說，在佛經裏面依理直講就叫做「法說」，庚二，不是！這

個辛二，喻說，用譬喻來譬喻一下，喻說。辛三，合說，將譬喻的東西合併來講，法

說、喻說、合說。佛經裏面最多，喜歡用這三種。

現在辛一，法說很長的，要講兩次然後才講得完。辛一，法說，法說，他問怎樣

修行，就分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之後我們都未到的。第一個階段我們都未到，勤力

一些，或者你明年，希望你明年到都說不定。是嗎？今晚就沒有那麼快到的，資糧位

起首計，資糧位，因為何解？資糧位的人的定力就不是很好，戒律又不是很好，只是

學問好而已，費事講，又定可以入得第四禪的，可以入得第四禪的，戒律，持菩薩戒

持得相當好的，那個時候，加行即是加功去實行，即是現在所謂實踐，真正加功實踐

階段，由那一段起講。

壬二就見道，實踐的結果就是見道了，見道很短的，可能是一個鐘頭、半個鐘頭

就搞定了，一見道，出定以後就叫修道了，修道就長了，由初地一路，由初地見道後

一路到十地，修道。這樣它就分開癸一、癸二，癸一就明尋思如實觀。尋思者，就是

用我們的意識去想，未能夠斷，很決斷、很決斷的，這樣即是什麼？加行位的「煖

位」與「頂位」，記不記得？「煖位」、「頂位」、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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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忍位」、「世第一法」。

羅公：「忍位」，「世第一法」是嗎？四位，「煖位」、「煖位」就是觀，主要是觀

什麼？

用我們的意識的尋思，去觀境空，所取的境是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無有不

空，空，未曾空我們的自心。在這裏想、想，想通它，即是參禪一樣的，境是空的，

你就去參，即是參禪，不過禪宗就要靠你自己參，他這裡是把路講明，道理是如此這

般。禪宗的盲目自己參是很危險的，十人九錯路，那些人害人不淺，尤其是現在末世

眾生，更加不行！讀飽書的都不行。何況你叫那些盲字(文盲)都不識的盤起腳在那裡

參？害人！這樣「煖位」觀境是空，「頂位」呢？重新觀「境」空，很透徹，都還是

意識裏面想，這種叫做什麼？尋思觀境空，一到「忍位」，「忍位」先把境空現一

現，很決斷，很實在，在定中確實覺得它空的，跟著境空完成就跟住心空，自己的心

都是空的，這樣到「忍位」了，「忍」者、印也，再「印」前面的那一段境空，順著

亦觀心空，「忍位」。

第四是「世第一法」，心、境一起空，「空」亦是空，幾乎很透徹了，還差還是

有漏，用有漏智來觀空，觀得非常透澈，因為這種智慧它仍然是有漏，就未能夠銷毀

煩惱，未能夠銷毀那些分別的「所知障」與分別的「煩惱障」，要怎樣？要過了「世

第一法」的位，一沉下去，所謂大地平沉，禪宗的所謂那個什麼？那個根本無漏智

起，就如旭日初升那樣，一曬，曬到全部煙霧掃除。那些「分別煩惱障」、「分別所

知障」全部連種子都剷除，那時就見道了。

這樣，「煖」與「頂」就尋思境空，「忍」與「世第一法」就心、境皆空，這個

如實的智，很斬釘截鐵的，很決斷的，是智，有漏中的最高級的智慧，現量的，是最

高級的智慧來的。不難的，你們肯修就不難，可能你三幾十年之後，三幾年之後，你

就成功都說不定，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太驕傲，可以了！未得都說我已經得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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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不好，但你不要說我不行的，你說，我不行的，這些就最衰了。如何不行？別人可

以你不可以？即是這樣說，我在社會上都是不能發起達的！這種人，你要相信自己會

發達得起的，你然後才有世界的！先把自己看死？不能發達是一回事，但不要小看自

己。這樣……

聽眾：你那本《現觀莊嚴論》。

羅公：是！

聽眾：「煖」、「頂」、「忍」、「世第一法」，每一個位都有三級，我看過，很難

的！不是容易的！「煖位」有三級，「頂位」有三級。每樣三級！

羅公：三級就三級了！正月就第一級，二月就第二級，三月就第三級，不用害怕的！

不要小看自己才行！我可以的！

聽眾：做得幾多得幾多。

羅公：什麼？

聽眾：做得幾多得幾多。

羅公：做得幾多得幾多，不是的！你要明白，我們過的那些好像火車，火車過馬路、

火車過鐵路那樣，慢車，好像我在Hamilton走出來，如果坐慢車，在經過什

麼 Lakeshore、Wellington那些地方，一路路，兩個鐘頭！出到這裡，在

Hamilton坐車出來，到登打士街，足兩個鐘頭，慢慢逐級、逐級來，如果你

搭直通車，十一個字(55分鐘)就到了！所以修行也是，記住這件事，不要小看

自己，修行的歷程有兩種，一種修行的階段，一個個階段，有些是歷行而過

的，一個個階段，好像矮仔上樓梯，行完一級又一級，行完一級又一級的，歷

行而過，經歷一路行然後才過的；一種是以智而超，有很強的智慧，搭直通車

直過，不用停站的，以智而超，不怕的！所以總之講到你樂觀到了不得的！我

勤力一些就是以智而超，這個頓悟。

聽眾：六祖就是這樣了！

羅公：什麼？

聽眾：六祖就是這樣了！以智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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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煖位」，由一初入第一級，一跳第二級就是第三級了！是嗎？我們入定，初

時就由初禪近分就入初禪，由初禪就轉入二禪近分，二禪近分就入二禪，第一

跳就這樣，一到第二次，由初禪一跳，不用經近分就入第二禪，或者一跳就入

第三禪，可以跳，以智而超，最緊要有智慧，智慧就可以超。你信不信以智而

超的道理？

聽眾：上根就行。

羅公：什麼不行？你，我們細路哥(兒童)讀那些什麼？讀那些 statistics，每一章裏面

有一百幾十條題目的，是嗎？那些 statistics題，鶴幾多隻？龜多少隻？有整

百條題目在那裏的！那些蠢仔就搞來搞去，每一條都搞不知多久，如果你聰明

的，他就計算幾條他就全部都識計了！他把握了一個公式，一代入就得了！那

些蠢的人就搞來搞去搞不定，有些就歷行都過不了。如果是聰明的，有智慧就

幾條就可以了！集體這麼多，如果蠢的就全部計出來都不行，不蠢的，每種計

算十條八條，你就 過了，是嗎？不怕的！至緊要，做人最緊要怎樣？身體健飈

康，健全的精神是住在健全的身體裏面的！身體健康，少欲知足，鍥而不捨一

路進，不怕的！以智而超而已！不怕的！它三級我們整合成一級，每步一級，

可以的！不用學禪宗那麼厲害，好像六祖砰一聲，好幾個阿僧祇劫都超越，那

就不行；但是你說「煖、頂、忍」每種有三級，四三一十二(4x3=12)級，一

級都幾乎幾世都搞不定的，搞不定？不用的，以智而超，不是一定要歷行而

過。相信就行，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就最弊了，即是沒有信心，什麼都不

成，病都不會好的。你說我現在病，對於我的病好都沒有信心的，你更加一日

一日消沉的，如果信心夠，那時不用治都會好的！我這四十年，你叫我老婆替

我計數，我都沒有病過，我都忘記了，那裡有病？沒有病的！就不病了。現在

唯一令我醃尖腥悶(羅嗦)的就是天氣凍我就身痕癢，最無修(沒辦法)就這件

事。

聽眾：你說我不痕！

羅公：看來一定是有些鬼神作怪都不定，我想入定的時候他身痕癢！那就弊！

聽眾：你念咒嘛！

羅公：念咒都搞不定！它痕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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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你念咒呀！

羅公：不坐的時候它不痕癢！

聽眾：你在香港沒有痕癢？

羅公：什麼？

聽眾：你在香港沒有痕癢？

羅公：香港無事。

聽眾：可能坐的時候沒有事想起，就想起身痕癢。

羅公：心靜，靜它就會，說不定的，或者那裡有鬼都說不定呢！

聽眾：為何你信這些東西？

羅公：不是！有的！我信的！有鬼的，我見得多了，這些鬼。

聽眾：你可以念咒嘛！

羅公：我不是一個大士嘛！他會來搞我的！

聽眾：你可以持咒嘛！

羅公：持咒，持的時候就無事。

聽眾：你說，你不要來搞我，我用咒來度了你。

羅公：有些你叫祂，有些自在天魔的子子孫孫你很難搞祂的！

聽眾：哦……

羅公：那些自在天魔，耶穌教的那些撒旦，那些神通很大的！阻礙你的！你想看經，

將近了解這一段，他就會整到你不舒服的！尤其是那些……

聽眾：因為你太夠資格過頭了。

羅公：可能的，可能都是有資格被祂搞。

聽眾：被祂搞。

羅公：說不定都是。因為我以智而超，我超了很多。好了，再看這裏。

加行位就這樣，「煖、頂」就用尋思觀，「忍」與「第一法」、「世第一法」就

是如實智。你看我上文那些，看看上文的細字，由勝定……先不！先看下面，因為他

要解「勝定心」。「佛告慈氏菩薩曰：」佛就教他，你怎樣修行呢？「善男子(啊)！

若諸菩薩已得奢摩他、毘 舍那，依七真如，於如所聞所思法中，內鉢 (由)勝定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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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審定、於善思惟(量)、於善安立真如性中，」「於善審定」的「真如性」；「於善

思量」的「真如性」；「於善安立」的「真如性」。是這樣下去的，那個「真如性」

三個字是貫通上面三處的。但是這個「真如性」是「內正思惟」。加行位的時候我們

要這樣修行法，修觀，這個修觀就要先叫做什麼？先成就「奢摩他、毘 舍那」，入鉢

了初禪之後才有得講，未得初禪就怎樣？努力修止觀，學一下囉！或者你今晚得都說

不定，是嗎？一個人是不可以量的，是嗎？「善男子！若諸菩薩」，如果那些修行的

菩薩，「已得奢摩他、毘 舍那，」已經得了「奢摩他」成功了，即是已經能入初禪鉢

了，又能夠修了止之後修觀了，他進一步怎樣呢？「依七真如，」依據上文所講的

「七真如」，「七真如」是什麼？

第一就是什麼真如？「流轉真如」，是嗎？生死輪迴無先後性，第二，「相真

如」，一切都是空的那個「空性」；第三是什麼真如？「唯識真如」，即是「了別真

如」，這個唯識的道理，第四是什麼？「苦諦」、「集諦」、「滅諦」、「道諦」十

二緣起就總共七個。即是對於這七種道理，七種之中，有一個是真正的真如，第二那

個實相真如就是真正的真如，其那些都是道理來的，因為那些道理是真實的道理，所

以叫做「真如」，對於「七真如」，在定中依住那七種真如來修觀，修的時候怎樣？

「於如所聞所思法中，」你就修什麼？「於如所聞」，「如」即是依照，依照你所聽

到的法你了解，這個聞所成慧，是嗎？

如所思，依照你所思所想，想通透的那些道理，這樣你就得到「思所成慧」，有

「聞慧」，有「思慧」，「內(由)勝定」，「修慧」，在內，「內」者入定，在定

中，一種很殊勝的定，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與那些近分，那些殊勝，在那些很定

的心裏面，定心裏面是怎樣？「於善審定、於善思量、於善安立真如性中，」內心在

那裡「思惟」，怎樣思惟？你看我上面的那些：由「勝定心」，由「勝定心」以上，

由「勝定心」以上即是哪幾句？

依、「已得奢摩他、毘 舍那，」還未很「勝」，初禪那些未曾很「勝」的，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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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七真如」觀，「於如所聞所思法中，」這些，以上的那一闋(段)，以上的那一

闋，那一闋是指什麼？於「煖位」、「頂位」位裏面修尋思觀了，靜心裏面修尋思

觀，觀什麼？觀所取的境空，所取空，「所取」即是我們所了解的 object 是空的，

那時怎樣？「存識遣相」了，保存你的心、心識，不要空你的心識，「遣」就空，空

了那些相狀，「存識遣相」。這樣以前的那一闋(段)，「於如所聞所思法中，由勝定

心，」就做到怎樣？「存識遣相」。然後「於善審定」的，「於善思量」的、「善審

定」即是什麼？重新觀那個境是空；「於善思量」就是進一步連心都空了它！先空

境，後空心，「於善審定、於善思量」，看回上文那些細字，「於善審定、於善思

量」是於忍位中先印所取的境是空，後觀能取的識都空，現空境，後空識，這樣就叫

做，先空境就叫做「於善審定」，後空心、識，我們就叫它做「於善思量」。到最後

「世第一法」了。

於「於善安立真如性」，「安立」即是佛很巧妙地說的，善，很善巧地安立的、

講的「真如性中」，觀一個空性，空、空、空，一切東西，連那個空都空了它，那個

空性，這就叫做真如性，是「世第一法」了，「世第一法」能、所雙遣，能觀的識遣

除，所觀的境也遣除，一起排除。這樣就「內正思惟」，「內正思惟」就是在那裡修

觀了。這個是什麼？如果你是加行菩薩，你就這樣修止觀了，我都未到「加行」那怎

麼辦？你就學一下囉！學一下尋思觀，這樣修有什麼效果？你可以問，有什麼效果？

下面講效果。除遣諸相，你這樣修觀能夠排除很多那些 image，排除那些你會不由

自主的想，它自己會出現的那些境。

你看看，除遣諸相就分兩段，先標出能夠，除遣諸相，丑二，明所除遣相，除遣

些什麼相？然後丑三，正式講怎樣除遣。現在丑一，標舉除遣，舉出我們在加行位裏

面可以除遣的那些相。標舉除遣。「彼於真如正思惟故，心於一切細相現行尚能棄

捨，何況 相？」這個是說明好處。「彼於真如」，上文講的「七真如」，尤其是第麁

二個「實相真如」，能夠在真如裏面思維、修觀，你能夠這樣修，「(那個)心於一切

細相現行」，即是很微細的執著，很微細的煩惱尚且能夠消除，「尚能棄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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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相？」何況那些很粗的貪、嗔、癡之類？更加被你控制住了。這樣「細相」煩惱麁

就最難現的。好了，下面他講哪些是「細相」煩惱。例如「細相」煩惱的現行是哪些

呢？下面講了，丑二，明所除的相。在修定的時候，在加行位裏面有這些 image出

現，你要把它除去，哪些呢？十一種，是嗎？十一種、十一種。到寅十一，寅一，明

所執受等四相。這樣，你到在加行位裏面，如果你平時修行，修「四念住」，觀這個

身是不淨；觀我們的感受是苦；觀我們的心是無常；觀一切法都無我。

這個叫做「四念住」，如果你平時是修「四念住」，你以為現在很了不起了，你

到了加行位裏面，這套好東西就出現了，你想空，你說，我已經夠了，不要了，但卻

不行，它出現了，何解？你平時修身不淨，於是整日觀身不淨，於是你在定中，那個

不清淨的身就整日擺在你面前，你想撇又撇它不去，那個不清淨身；你觀諸受是苦的

時候，你說這樣是苦的，那些苦就硬是出現，是嗎？觀心無常，是呀！心是無常，是

不好的，但是那個無常的心就經常出現給你看，觀法無我就整日有個「無我」、「無

我」的觀念就撇不去，什麼東西你都可以撇，就是剩下一個「無我」這個影子撇不

去。這些影子。

第一部分，所執受等四相。所執受一會解釋給你聽。這些什麼大概是什麼？先修

小乘，後來就回心向大的那些，小乘就整日修「四念住」的，如果我們修大乘，修空

觀修得強，這些可以怎樣？即是我講的「以智而超」，可能你與我都沒有這種

image出現。斯里蘭卡那些人修就有這些出現。記住可以以智而超的，你智慧強就

可以了。「善男子！言細相者，」「言」即是所謂微細的現行的相是那幾種呢？例

如，「謂心所執受相，」什麼叫做「執受」？「執受」者，即是滲透它，將它來到控

制住，當是自己的一部分，叫做「執受」。

執它為自己，令到它生起感覺，感受，例如什麼？你的身體，你身體的那些細

胞，比你的「第八阿賴耶識」滲透，因為你有「阿賴耶識」滲透你的身體，「阿賴耶

識」就是一種生命的力，滲透你的身體，你的身體自然就會新陳代謝，某一處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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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然就會再肥；某一處破損了，它自然就會修補，執受他。執著他當為〔我〕，滲

透，執著即是滲透它，受者，令到它起知覺，我們現在學生物學的人很多都承認，我

們的知覺不是一定很明顯的，那些細胞，那些什麼，那些有機體都有知覺的，這個有

機體的知覺就是「阿賴耶識」的知覺，心執受，我心所執受的就是我們的身體，我們

的眼、耳、鼻、舌、身、意，那個身體的器官，被我們的「阿賴耶識」，「阿賴耶

識」即是心，被我們的心滲透它，令到它新陳代謝起知覺，這個身體相。觀身不淨就

是整日有個身體現出來。「或領納相，」四念處的第二個是「觀受是苦」，「領納」

立即是 feeling，領受，「領納相，」於是有那種苦樂的相就出現了，因為你整日

修，修它是苦，於是就有這些東西出現。「或了別相，」「了別心」，心是無常的，

一個無常的心，了別心，就整日我們看到個心，硬是想這樣就夠弊了！那個心整日又

起又滅那樣，搞不定。

「或雜染清淨相，」觀法無我，一切法雖然是無我，但是有雜染法，有清淨法，

於是哪些是染，哪些是淨，這些這樣的概念一路就在定中出現，搞來搞去，什麼貪、

瞋、痴你全部都壓得到，這四種東西出現你就搞它不定。這些這樣的相，加行菩薩有

這些相。現在你們都是有的，你們還不止這些，有這些都相當高級了，你不要說，我

才修兩個禮拜就說我搞不定，你搞不定才是天公地道，人家加行菩薩都搞不定的，你

怎會搞得定？是嗎？你搞不定就是應該的，所以不要埋怨自己，是這樣的。初初有了

這樣，如果沒有這種相就怎樣？

我老實講，我就不大有這種相了，你們都可能沒有這種相，但是又有另外一種，

這樣就明所執受等的四相了。下面就是什麼？內、外、內外三相，沒有那四種就有可

能這三種，「或內相，或外相，或內外相，」這些就很容易了，有「內相」內空就空

了它，如果「外相」呢？六塵，外空就空了它。「內外相」就是那個身體，「內外」

不是什麼？內外空就空了它！你如果不用那三相，就三種東西出現了，有的！這種東

西就是最多了！我看你亦有，我亦有，你有沒有試過？你有沒有試過？修一下觀，有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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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有時。

羅公：有沒有這些相出現？「內相，外相，內外相」？有的！有才是天公地道，有才

是常態，無就出奇，無就是出奇，即是細路哥，蘇蝦仔 (嬰兒)會瀨尿才是常

態，細路哥連瀨尿都沒有就不是常態了！

聽眾：閉塞。

羅公：我們入定，整日搞不定才是常態，一下就搞定就反而不是常態，不是常態就

abnormal了，是嗎？好了！他可能又有第二種了，「利他相」了。

「或謂我當修行一切利有情相，」我現在修行，我現在要做善事，我要利益眾

生。又有這些利益眾生的念頭起了，已經是算高級了，但都有這種相。這些都沒有又

有哪些？辨正智如如相，又有這些叫做「正智」了，這些叫做「根本智」了，那些，

我現在那些就叫做「後得智」了，一會又說我現在證到真如了，那些就出現了。正智

是指「根本智」與「後得智」。「如如」者，即是真如，真如那個字舊譯就譯做「如

如」，時時都如此如此不變的，即是真如不變。《楞伽經》將宇宙萬有分為五種東

西，觀那五種東西就可以了，這樣是什麼？「相」、「名」，宇宙的本體，「如

如」，這個就是「體」，這個就是「體」，宇宙的本體，即是 reality叫做「體」，

這四種東西就是「用」，「用」即是現象界，就叫做「用」。「體」就是本質，

「用」就是它的屬性，一「體」一「用」，這個現象界，「用」即是現象界。這兩種

東西，這三種東西是有漏的「用」，「相」，我們的有漏心所變出來的山河大地、日

月星辰、黑板、收音機等等，這些是相，有相就一定有名，名就是概念，概念，這個

concept是代表每一種有形有相的東西，我們都是用那些概念來代表，有相有名，相

與名是我們所了解的東西。分別，即是我們有漏的心，有漏的分別心，是了解這些相

與名的，有漏的、所知的東西就是「相」與「名」；有漏的、能知的心就叫做「分

別」。現象界裡面這三種東西都是有漏的。「正智」即是指無漏的智，「如如」就是

真如，這個「正智」就是無漏的「用」。這樣，《楞伽經》就將宇宙萬有攝為五種東

西，就叫做「五法」，「相、名、分別、正智、真如」八個字，就是「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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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楞伽經》這五個範疇與法相的五個一樣嗎？

羅公：什麼？

聽眾：與法相不也是一樣？

羅公：與法相宗？

聽眾：與法相宗不是一樣？

羅公：是，《楞伽經》就是法相宗的經，法相宗的經，人人都說《楞伽經》是禪宗的

經，哪裡是！《楞伽經》是法相宗的經。相傳就是這樣，那個菩提達摩在這裏

修行，慧可禪師(487~593)就走去問他，是嗎？傳說慧可禪師為求道就斬斷了

手臂的！「斷臂可」嘛！走去找達摩，達摩不睬他，對著那個壁、石壁坐在那

裏，落雪了，整一尺雪，那個慧可禪師都不走。那個達摩見到他如此虔誠就問

他：你來幹什麼？你來想要什麼？他說：我來是想求一個安心法。好吧！你拿

個心來，我替你安。心在那裏？他說，我找心，找不到。這樣就替你安了。你

執著有個心而已！心根本就沒有，不是整個心在那裏的！「心性本空」的，我

替你安了。

聽眾：覓心了不可得。

羅公：什麼？

聽眾：覓心了不可得。

羅公：心都無形的，如何可安？其實這種講法要慧可那麼聰明就可以，其實這樣講法

都不徹底的，你試一下去街邊找個婆你講給她聽，你看她明不明白？是嗎？是

要慧可那麼聰明才可以的，

聽眾：那個阿婆會說心在你肚裏面。

羅公：什麼？

聽眾：那個阿婆會說：你是有一個心，但是 開肚才找得到。劏

羅公：是呀！有些阿婆都幾聰明的。

聽眾：慧可斷臂是不是有件這樣的事？

羅公：什麼？

聽眾：慧可斷臂是不是有件這樣的事？我相信不大可信，慧可斷臂。

羅公：凡是宗教都有些近似神話的，我們只是相信什麼？相信它的理，這些事，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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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連達摩這個人都根本沒有的，連太虛法師都說懷疑，他說，這個禪宗的那

個達摩，沒有另外一個達摩其人，這個達摩即是什麼？即是那個菩提流支來

的！菩提流支。慧可亦沒有這個人叫做慧可，更加沒有一個斷臂的慧可，斬斷

手臂的慧可，這個慧可當時是非常之有地位的國師來的，慧光論(律)師是菩提

流支的大弟子，慧光律師(468-537)戒律很好的，他就是傳承菩提流支的學問

的，這樣菩提達摩可能即是菩提流支，神光慧可，即是光統論師，叫做光統，

太虛這樣講的。你去找他的文集……

聽眾：你們禪宗的祖師來的！

羅公：太虛一樣是禪宗的。他不也是……

聽眾：但是太虛不是祖師。

羅公：是呀！他現在批評它，說沒有這個祖師！虛構的！

聽眾：如果沒有五祖又何能有六祖？

羅公：嘿！什麼？

聽眾：這樣就六祖都應該沒有了！你沒有五祖哪裡有六祖？

羅公：六祖？是呀！可能是有個初祖，但這個初祖太虛說不是菩提達摩，是菩提流

支！是這樣的！太虛說不是他。凡是世界上學問的東西都有些這樣的，有人以

為中國有人以前，孔子之前有《五經》，有《六經》，有些人說孔子然後托古

改制，亦有這樣講的，我們不能全部都信。耶穌那時，有人說祂有幾年都不知

去了哪裏，又有人說他死了，找那條屍體都找不到，後來都不知去了那裡。這

些是宗教家的神話。如果你說，這些都是神話而已，如果他是基督教徒，他哪

裡肯信？即是禪宗的人說，他一定不信的。但是世界上很多人什麼都要考證，

考到確確鑿鑿他才信，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印度人就很容易信神話的，中國人

不是，中國人有一個傳統，連有沒有堯舜都不信的！帝堯、帝舜都不信的！根

本就未必有帝堯、帝舜這個人，而且說古代帝堯舜禪讓這些更加不足信！這個

世界是進化的，怎會舊時那麼好，後來卻越整越衰的！是這樣的。經驗，什麼

叫做「經驗」？第一，眼見到、耳聽到、手摸到，五官接觸到，叫做經驗，第

二，摸不到、聽不到怎麼辦？用邏輯來推理，用它的前提來推理它的斷論必定

如此的，這樣然後就叫做經驗，經驗然後才信，如果經驗而說一定有這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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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就必定是它！這些就是蠢人。凡是一種東西不可必的，你居然就信他，這

個就是自欺欺人，凡宗教都有些，尤其是一些虔誠的宗教徒，都是無經驗必

知，甚至不可必而信之，這些之類。佛教呢？沒有嗎？佛教少一些，但是佛教

少而已，只是唯識宗，唯識宗就直情就無經驗的東西根本不信的，其他的宗，

尤其是密宗，無經驗而信到了不得！連達賴都說他是活佛，那些是用來做什

麼？用來避免這個社會紛爭而已！很簡單的，六祖、五祖，幾乎用隻缽就打死

六祖，只是為一隻缽而已！是嗎？達賴，西藏那個王權在達賴那裡，西藏，達

賴本來是西藏王，後來就跟宗喀巴出了家，以後代代他又無後，無兒子，豈不

是每一代都有得爭？於是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們就這樣看法，想了一個辦法，

哪個教主臨死之前，先說定，臨死遺囑講定，我去哪邊投生了，幾多哩內去投

生，如果我死了之後幾多日之內，你幾多哩內有細路哥(嬰兒)出生，你就捧他

回來，用我這些用慣的東西來給他認，那個認得到，那個熟悉的，而且又或者

是最聰明的哪個，那一個就是我了！你就捧他回來，養大他，教他，教到他

14 歲就叫他登位，坐床，即是坐在床了，以後那個權，一路坐床就找幾個人

輔助他，幾個師叔、師伯要輔助他，輔助他到 18 歲、19 歲就把權還給他。這

個是什麼？我們脫離宗教的神話，這是什麼？整一個很巧妙的方法避免了爭

權，是嗎？不用《楞伽經》，居然代代傳下來的這本經他不用，改用那本《金

剛經》。

聽眾：《金剛經》。

羅公：這樣，這個有很多值得疑惑的，所以有些人就說什麼？根本所謂「東山法

門」，根本就是弘忍法師 (601－675)搞出來的，就要推源整出個老祖宗出

來，於是就作一下，就作出一個達摩出來。這樣之後就傳了，實在真正的六祖

是哪個都不知道，南方的，我們廣東人就說六祖就是；北方就說不是！神秀

(606～706)才是。神秀嘛！所以南、北六祖……

聽眾：南能北秀。

羅公：是！當時政府承認的、政府崇拜的是神秀，當時是武則天當權，就接神秀，接

北方的六祖，她不知道有南方六祖的！接他就進去金鑾殿裏面說法，那時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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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經一百零幾歲了！人人入金殿都要行進去，只有神秀有資格坐轎上去金鑾

殿裏面說法，百幾歲嘛！

聽眾：為什麼這 老？麽

羅公：什麼？去到，說他了不起，武則天說他講得好，他說，我有個師兄弟更加好，

那個就在廣東，叫做惠能，你最好找人請他來。

聽眾：這個神秀都不錯！

羅公：這不錯的！這個人不錯的！

聽眾：他如此有涵養。

羅公：不過六祖後面的子孫就硬要攻擊他，把他攻擊成這樣。其實這個人很好人的！

由他介紹六祖。於是就派使者專門接六祖去，六祖不肯。接了兩次，兩次都不

肯。

聽眾：何解六祖會不去？是否擔心別人謀他？

羅公：可能有神通見到，不屑這個武則天這樣的人！硬來，你知道以前男權時代，你

這個女人走去做皇帝？而且是什麼？她是唐太宗的妾氏來的，嫁了唐太宗的兒

子，唐太宗的兒子，而且她污糟邋遢，養了一個和尚，那個叫做懷義和尚(薛

懷義 636－694)。

修行《楞伽經》很熟了，我現在修行了！我現在有正智了，我有一日就想去得菩

提了，現在又證真如了，也是死的！就執著那個正智了，不能放開了，執著那個「如

如」了，總之種種東西，修什麼東西就有那種東西阻礙你，修那種東西就有那種東西

阻礙你。這樣憨山大師就用兩句詩來詠這種現象。修這種就有種東西阻礙你，修那種

就有那種東西阻礙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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