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還可以運用，只要你小心就得了。一心不亂都還容易，一心不亂之後，你修止觀

雙運的時候，一會又有什麼？「四念住」的相一會有「內相」、「外相」，一會修到

極高的時候，都還有那個「正智相」、「如如相」，這個就是真是，那時就好像「月

明窗下」了，是嗎？好好地就是嘆世界（享受）的，是嗎？「月明窗下」發乎情那時

就弊了，你想轉身轉不到，何解？你想撇除這些東西來真正證到真如你就難了。憨山

法師悟道了！見性了！兩種人，一種是已經是過來人講，另外一種還未得，他現還在

難中，兩種。你怎知他是哪種？是嗎？我們要講證驗了，「無證驗而必知者，愚

也」。這麼多相今天講完了。

聽眾：90年 6月 24日。

羅公：丑二那裡看下去，接上它。丑二那裡，就「明所除相」。說明我們修行的時

候，縱使你是一個加行的菩薩，你不要以為加行的菩薩就一定是禪定很好的，

禪定是很好了，但仍然有這種東西的。

加行菩薩，現在他講那些都是加行菩薩的，那些資糧的都費事講了。你是加行菩

薩，你已經入定入到第四禪以上了。而且你修觀都是真正修觀的了，但有時都有這樣

的相出現的。現在說明，有十一段，即是縱使你已經很到家了，是加行菩薩了，你修

定的時候都有這十一種相出現的。如果你不除去它，你是不能夠見道的，一遇到有這

樣的相出現，相就是那些 image，有這些出現的時候，你就要排除它，將這些相排

除到一點都沒有了，那時你才能夠見道的。第一種，明所執受等四相。有一種人有這

種相出現的，譬如你是由小乘先修起，然後轉大乘的，你就有這種情況出現了，就是

什麼呢？小乘的人多數修什麼？

修「四念住」，是嗎？所謂「四念住」，不乾淨的，就是整天觀身體不乾淨的。

好了，如果你證阿羅漢果，你觀身不淨就很好了，是嗎？沒有煩惱了，是嗎？對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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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貪愛，沒有了那些貪、嗔、癡那些貪的煩惱，本來就很好了，好就好了，但是到

你修大乘的時候你就成問題了，你修定的時候，你想見道，證真如之前，真如是無相

的，但是你不能夠無相，你整日入定的時候觀著觀著，忽然間有一個什麼？那個身的

相，那個身，我的身是不淨的，你習慣觀死屍的，忽然間出現了死屍相，就變成阻礙

了你，是嗎？

在小乘來講很了不起，但是在大乘來講它就變成了障礙，有了相你就不能夠證得

真如了，「觀身不淨」，就有個身的不淨相，是嗎？小乘的人觀是「觀受是苦」，觀

一切「受」都是苦的，這樣就有「受」了，這些叫做「苦受」，這個是「樂受」，這

樣就全部搞亂了你的思想，是嗎？又這些叫做「苦」了，那些叫做「樂」了，那樣整

日這樣搞法，你又如何能夠見道呢？有些人就觀我們的心是無常的，觀那個心是無常

是好，沒錯是好，但是到你修大乘，想證這個「無相真如」，它卻有個「無常相」，

又有個「心」的相，又有麻煩。是嗎？這樣就變成阻礙了。又怎樣？小乘的人修「四

念住」是修什麼？

修一切法都無我，好了，最好，這個不多障礙的，但是仍然會有少少障礙的，何

解？觀法無我，一切法就有個法相，無我就有個「無我」的概念，無我的，無我就有

個概念，這個概念不也是相？是嗎？這樣就出現了，有這些相就仍然是阻礙你，仍然

還有相，有相你就證不到真如，證真如一定要觀出去的時候就一無所有、無相，有種

無相的狀態，這種無相的狀態就叫做「無相之相」。你看經，看《涅槃經》就說有一

種叫做「無相之相」，那些人就最難解了，「無相」又何來有個「相」呢？是嗎？

第一個「相」當什麼解的？凡是一個字就有幾種解法的，第一個「相」字與第二

個「相」字不同解的，第一個相字是相貌，圓的、扁的、大的、小的、好的、壞的那

種相，無相，無這種「相」之「相」，第二個「相」字當情況，無相的那種情況，那

種情形，即是掉入了一種無相的情形。第二個相就是英文的 state，state，這樣解

的，「無相之相」即是在定中入了一種無相的狀態，這樣你就識解了，所以有時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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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現代的俗語來解釋，你就分外明白。明內等三相了。

有些人修，修「十二處」，內有「五根」，外有「五塵」，好了，到你修定的時

候，你就會這樣了，內我有「五根」、有「六根」，外我有「六塵」，於是就想出有

所謂「六根」、有「六塵」，「六根」、「六塵」就是一個概念，那些 concepts，

一有這種相又阻礙你不能夠入定了。何先生現在就是有相。「外相」，這個「六根」

了！有這種觀念就是「相」了。「內相」；「外相」就是外，這些是外面的東西，我

們又不要被外面的「六塵」來引誘，於是就多了這些相了，外相。內外相是什麼？我

的身體，我們的身體是半內半外的，何解我的身體是半內半外？你聽不聽得明白？你

不明白？因為你聽得少，如果你常常聽你就明白了。

我們的身體有「六根」是嗎？「眼根、耳根、鼻根、身根、舌根」，「意根」就

就更加是內了，是嗎？「眼根」都是內的，何解「眼根」是內？我們看到的那些眼，

豬眼、牛眼，那些不叫做「眼根」，這只叫做眼睛，眼睛裏面的那些視覺神經看不到

的，如果視覺神經看得到，你就已經死了，是嗎？在解剖這些身，然後才將你眼裡面

的視覺神經剔出來，顯微鏡下才能見到的，到那是你這個眼根已經不是「眼根」了。

真正是活動的「眼根」你看不到的，看不到的就在我的身內的，內。

眼睛就怎樣？半內半外，眼睛裏面那些視覺神經就叫做「眼根」，就叫做

「內」，包住視覺神經的這些摸得到看得到的，會流眼水的，這些就叫做「外」，

「內外」者，即是說什麼？身體，半內半外。譬如我在這裏，拿著這隻杯，這隻杯就

是外，顯然就不是我，敲這隻杯，我都不痛的，顯然就不是我，不是內而是外，我的

眼鏡都是外，但是我的身體就有內有外了，是嗎？身體裏面的那些觸覺神經就是內

了。但是身體裏面的那些觸覺神經以外的皮、肉、毛管（孔）眼這些，那些就是外

了，所以就是「內」、「外」。時時有內、外相了，如果你執內外相又怎樣？有內、

外相出現你怎樣？修什麼？陳芷君陳芷筠？修什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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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內外觀。聽不到你講。

羅公：什麼？她說什麼？

聽眾：你講什麼？

羅公：她說什麼？你傳話，我的耳朵不好，

聽眾：我剛才聽不到。

聽眾：聽不到你講什麼。

羅公：我問你，如果你有內相出現，有外相出現，有內外相出現，你用什麼辦法來對

付它？即是修什麼觀？

聽眾：空觀。

羅公：空觀，什麼空？

聽眾：內空、外空、內外空。

羅公：內空、外空、內外空就用來對付這些的，所以有些人不明白何解龍樹菩薩這麼

論盡（繁瑣），這本經如此論盡（繁瑣），空就可以了！為什麼要「內空、外

空、內外空」？做什麼呢？這麼繁瑣？那本《六祖壇經校釋》我將來有些東西

要劃了去的，我會借給你們，提綱挈領的那些需要好的，那些綱領我就在旁邊

劃條紅線，那些不好的，那些就要把它劃了去，那一類東西，是嗎？這樣，因

為何解？我勸你們買那本東西來看，《六祖壇經》根本不用聽人講，現在在美

洲那些講《六祖壇經》的，每個都是漏氣的，你不必聽，你自己看這本，這個

是《六祖壇經》、是大陸的《六祖壇經》專家，但可惜他是共產黨，共產黨都

有些人專門研究這些東西的。而且大陸當時出版是要這樣的，不然你的書不能

出版，講到差不多上下，這句馬克思主義又怎樣批評它，實在他就言不由心，

你明不明白？是這樣的。我將他有些不是很妥當的，或者他有時講得過火，我

會注一兩個字在這裏，他這樣講沒錯的，我就會借給你們。你拿了我的就照那

個綱領自己看，不用先生的，你都會講了，是呀！還會講了，有時有些東西一

容易起來就很容易，你覺得它是難就是難。

聽眾：幾時借給我們看？

羅公：什麼？你要買那本書才行！我借給你，你沒有那本書就沒用，這麼一大疊你怎

樣影印？你看陳芷君有沒有辦法買到那本？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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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什麼？

羅公：《六祖壇經校釋》，沒有了？沒有就要影印，多倫多沒有得賣。什麼？小乘，

大、小乘都有這種執著的，我修定修到什麼相都沒有了！

聽眾：騙人！

羅公：什麼相都沒有他就見道了！

聽眾：騙人！

羅公：騙人的！很多是騙人的！

寅三了，顯利他相了。「或謂我當修行一切利有情相」，於是自己修行，修行整

日都做好事的，整日做好事都不好？好，但是他修定的時候就要把好事忘記的。你修

空觀，有時他在定中的時候這樣：我都已經不錯了，我都能夠修行利益一切眾生了。

也是死了！也是有相，是嗎？講那些修行，整日修布施，或修其它都有這些相出現

的，有這些相出現要排除。寅四，辨正智如如相。我們見道時候的那種智慧就叫做

「正智」，「如如」是真如的別名，那個正智出現就證到那個真如，當我們未證到真

真正正的真如的時候，就沒有真如的相的，我們未證真如，我們整日想證真如，我們

幾時就覺得，幾時的正智就出現了，幾時才證到真如呢？證到就好了！這樣你就證不

到了，你整日說證到好了！證到好了！那樣你就證不到了，何解？因為你有相，是

嗎？有個你，又有個真如被你證，又有個叫做「證」，這就是「相」。有正智的相，

有真如的相，那就阻礙了你證真如了。好了，現在真真正正講，辨四諦相。那些修行

小乘的人，你說：你現在講大乘嘛！何解修行小乘？

修行大乘有兩種人，記住，修行大乘有兩種人，一種叫做頓根的大乘人，直往大

乘，很快的，即是一下就直去的，不經轉接的，這種人很聰明的，中國人最多這種

人，頓根大乘，聽見小乘的東西他不合意的，喜歡大乘的東西，第二，你對他講小乘

的東西他就聽出大乘來的，他會體會到大乘，他認為不止這樣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這種叫做頓根大乘，頓時直入的，這樣就叫做直往大乘，不用先修小乘來證了小乘果

再證。小乘所講的道理是不是他不識？不是不識，記住我整日講，頓超，即是小乘所

講的一步一步的東西，他的智慧是強到極，不用去修就超過了，明不明白？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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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而超」的道理，如果小乘，這種頓根的大乘，就以智而超的。還有一種，他對小乘

的東西他以智而超，還有很多東西以智而超，就是漸根的大乘，大乘即是什麼？

他的「第八識」裏面有大乘的種子，又有小乘的種子，他這種人多數是什麼？先

修小乘，多數出家，絕對大多數是出家的，記住，頓根大乘不用一定出家的，直情不

用出家都可以的，到你成佛那時再出家都不遲，你不用出家的。但是那些法師不肯這

樣講的，這樣講法豈不是打爛他那隻缽？是嗎？不用的。連煩惱都保留，我就講過，

要保留一些煩惱，直至到成佛的時候，然後才一下斷除那些煩惱，漸根就不是了，那

些小乘的種子先成熟，又修什麼？聽講的就四諦，學《阿含經》裡面所講的苦諦、集

諦、滅諦、道諦，聽那些小乘的講法，大乘的講法，那四諦不是這樣講法的，小乘才

是這樣講。這樣在小乘修行，證得一來果，證完一來果再證不還果。不是！先證得一

來果，後來再證，不是！先證預流果，再證一來果，再證不還果；再證阿羅漢果，證

了這四果。

成了羅漢了，成了羅漢後，將近入涅槃的時候，佛就有一批人知道那時他們將近

成羅漢，他們這一批人如果你不挽救這批人，不需要挽救，因為他不需要你挽救，是

為眾生而挽救這一批人，令他們不要這樣快入涅槃，讓他們去教化眾生，佛就替他們

講《般若經》了，《金剛經》就是講這些，對這批人講，須菩提已經成了羅漢，佛就

講《般若經》，他們一聽到《般若經》之後，他們那些漸根的大乘人，已經成了羅漢

的，就回轉他的心，重新發菩提心，轉入大乘，轉入大乘，再在資糧位起碼，他已經

成了阿羅漢就怎樣？因為阿羅漢只是證得人空，但是未證得法空，如果你回心向大乘

就要修人空、法空，即是所謂「二空」都要修，所謂「真如」就要人空、法空的時候

才能夠證到真如的。所以你那些羅漢只是證了人空而已，人空就容易證，法空就難證

的，所以就要重新在資糧位處起，重新，以前他所發的心不夠大，現在他要重新發過

大菩提心，然後才怎樣？

這樣然後才怎樣？然後才死，他死的時候不入涅槃的，死的時候他表現一趟入涅

槃的狀態，死了，入涅槃了，當他一表現說要死了，入涅槃了，死的時候，他的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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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停了，那時就死了，那個時候他的「阿賴耶識」，那個阿羅漢的「識」，「第八

識」就不叫「阿賴耶識」了，那個「阿陀那識」的「第八識」就離開身體了，不變起

身體了，是你這些人見到有個老和尚涅槃，死了坐在那裏，是你這些人變的，他不變

了，他一死，一表現死的時候，即刻那一秒鐘是他死，就在那一秒鐘裏，他不需要中

有的，因為他證阿羅漢果沒有中有的，這一剎那，譬如十二點三個半字（12：18）

分，就十二點三個半字他死的時候，就是十二點三個半字那秒鐘，就起一個、變起一

個化身，一頓時五官具備的，好像鬼神那樣的，他就躲在你見不到他的地方，何解？

因為他的 density與你、我們的物質的 density不同，即是我們見不到電子，一團，

譬如一組電子過，我們見不到的，不是沒有的，見不到不等於沒有的，一塊鋼鐵的牆

他都可以通過的，他那些 density很細的，他在那些原子的縫隙滲過去的。

那種就變起這些身體，好像鬼，好像氣，比氣更稀疏，就到處遊，普通就住在那

些山林野嶺，那些無人到的地方，在那裏修定，但是只是修定就沒有功德，不能夠成

佛的，要修行六波羅蜜的，你在山林裏面有誰給你布施？他也有得布施的，山林很多

鬼的，他布施給那些鬼；山林很多蛇、蟲、鼠、蟻，他布施給那些蛇、蟲、鼠、蟻。

我們知道生物界弱肉強食，他去挽救那些與他有緣的那些眾生；有時出來人間，人間

遇著那些什麼，他們那些人去找，找功德來做的。他做得功德少他不能夠成佛的，四

處找功德做，剛好你是有善的，譬如你是一個佛教徒，很盟塞（固執）的一個人，這

個文盲來的，很盟塞（固執）的，但是他整日拜觀音菩薩，他現在很痛苦了，我今天

沒有得食了，他一味說觀音菩薩請你救我！觀音菩薩固然會加被他，但是觀音菩薩不

用走來加被他，他這種人，這種羅漢，他到處就知道那裡有這個人，正好，我有功德

可做了！有機會了，他就走來挽救你，會加被你，令你得到食物。或者令你剛剛沒人

煙的時候，你就見到有人過，見到好像乞兒那樣過，指引一下你，或者有一個人拿住

饅頭吃不完就分給你一個。

其實那些人會化身的，有神通的，或者你沉船，他變成一塊板，你攬住就死不

了。他變這些，這些人他找功德做的，那種那樣的，已經證了阿羅漢果的，那種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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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很大的，他做得到。但是這些直往的菩薩反而做不到的，他卻做得到，因為他是羅

漢來的，所差（欠缺）就在證法空那裡，這種人他要修空觀的，他修觀，因為他平時

的習氣，修來修去都要修四諦，苦、集、滅、道，他修空觀的時候修法空，「四諦」

都是法的，硬是空不去苦、集、滅、道那「四諦」，整日就是「四諦」的 image出

現，他搞不定了。這樣要修什麼？他要修一切法空那些了，又要修那些空觀了，總之

就是修空觀，看哪一種最適宜。是嗎？

寅六，辨有為無為相。那些修大乘的人，或者直往大乘，或者漸悟大乘的，他讀

經讀得多，這些叫做「有為法」；那些叫做「無為法」，譬如他讀《金剛經》那樣，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啊！這些叫做「有為法」了！它就是好像夢一樣，又

有個「夢」的相，又有個「幻」的相，又有個「有為法」的相，那些所謂「相」，這

些就是 concepts硬是起，你有這些 image在那裏，你就硬是不能夠見道了！「有

為」的相，「無為」的相，這個「有為」的這個概念，「無為」的這個觀念。

你聽不聽得明白？留心一些，漸漸地你就會很明白了，你反正都有空閒，不用做

事，禮拜日不用工作，更加可以勤力一些，我不在的時候你得閒就拿出來讀，如果將

來法相學會辦中級班，你又去參加。如果我辦中級班，等我回去，劉萬然就會教那個

中級班，中級班它的課本就是那時我給你們的那本的資料，就是香港那些，在這裡就

比較少一些，在香港你坐巴士的時候，行開一些站在那裡，或者阻住他的路，他就說

你這說你那，他要怎樣？他雖然就很賤，做個售票員，但是他使他的權威，我就是有

這樣的權！諸如此類。

是這樣的，飲茶，何文先生就做過這些，飲茶，你坐在這裏，本來那些高級的茶

室，高級的酒樓就沒有搭位（同桌）的，那些部長與那些伙計有些相熟他的，我試過

幾次，見到你一個人，就搭個位，一定要整個人在這裡，叫那個人坐。我說，喂！這

裡不能搭位的。他說，那個部長叫我來的。這些第一叫做不守法！法規定每人一個

位，你部長又如何？司理都不行！是嗎？實在就叫港督都不行！有法你就有個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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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他怎樣？我是夥記，我是部長，這是我的權威！我有權叫他來的！這些叫做

什麼？賤而好自尊！越賤的人就越好自尊的，是嗎？如果他是身為總統他就不會搞這

些東西的，他大把權威，大把可以表現，何須在這些小小的地方來表現？

那些越整的懶巴閉的人就是越賤、越衰的！一個飽學的、一個有教養的太太怎會

隨街罵人吵通街的，那些吵通街的就一定是那些潑婦罵街的，潑婦之流然後才會罵

街。不離世間，如果你說佛家不在乎這些，你就不是佛法了。「離世覓菩提，恰如求

兔角」，六祖就這樣講。是嗎？好了！看回這些。這些是「有為法」，那些是「無為

法」的時候；這些「有為相」，那些是「無為相」；我們修行就有這些相了，這些就

是真如了，我們什麼時候才證到真如呢？這些是第幾禪的，那些如何就有這些相了。

寅六，辨苦變等相。或苦……

聽眾：不是，七，寅七。

羅公：什麼？寅七是嗎？「有為相」、「無為相」不是已經讀了？謂有常相、無常相。

當我們佛法修行的時候，有說諸行是無常的！一切東西，人生是無常的，我們要趕

緊修行，這樣很好，平時就好，到你修定的時候，你就又無常了，又如何如何，無常是

一個概念來的，是一個 concept來的，concept就是相，有個無常相了，連那個無常相

都要撇去才行的！你說，我要見佛！可以嗎？一樣是不可以！有個佛的相，叫做「見」

的相，是嗎？所以你一懂得這套道理，你看很多禪宗的語錄你都看的明白。

從前有個禪宗的法師，他在一間寺門裏面的廚房裡做燒火的，燒火的大鑊飯就不

只一個人燒的，有一個人整日念喃嘸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劈柴又念阿彌陀佛，

洗米又念阿彌陀佛，整日都不離阿彌陀佛，虔誠到極。那鑊飯滾了，拿東西攪勻那些

米，免得燒糊了，望落去，他一路望一路唸，忽然間見到那隻鑊裡的那些水整個阿彌

陀佛現了個相出來！啊！不得了！原來阿彌陀佛在那個鑊那裡都會現相的。其實有智

慧的人，阿彌陀佛要現相無須在鑊裏面現的！何解要在鑊裏現？是嗎？他在天空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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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在你面前現就最好了！是嗎？怎會要在鑊裏現？這些顯然是你的心理作用放

射出去，是你的心理放射出去又反映進來而已。但是他執著，這個了不起了！我見到

阿彌陀佛了！那師兄弟就說：幹什麼？眼定定望著那裡，嘴裡念念有詞在那裡念佛？

他在唸的，他說：嘿！不得了！阿彌陀佛現身了！佛？在哪裏？即刻拿支東西攪一

下。你為何這樣攪？佛在這裡你攪了他怎麼行！佛都攪得到嗎？攪得到就不是佛了！

有一回這樣的事。

何解是這樣？這段公案何解？很多這樣的公案的，你解一下？你去參一下來解

釋，這些叫做公案，即是以前辦那些，現在所謂 case搞不定，很多 case很 （離㪐㩿

奇）的就叫做「公案」，「案」即是 case，公案就是譯作 public case？是嗎？這個

social case之類。這些公案你一懂得唯識的道理你一看就識了，是什麼？即是破那

個相而已！有很多人不明白的，莫名其妙就想來想去，學佛學幾年都不明白何解它會

這樣呢？

其實很簡單，還有一個趙州，那個趙州和尚，南泉還是趙州和尚，我都不記得

了，他在那裏做住持，東、西兩邊宿舍，兩聚人，有隻貓，有隻自來貓，東聚就養了

那隻自來貓，日日養牠，誰知那隻貓不懂事又走去西聚那邊，西聚的和尚見到有自來

貓來，也給東西牠吃，牠又在西聚吃，牠不在東聚了，走去西聚了。東聚的和尚發現

不見了貓，豈有此理！原來發現在西聚，原來你們偷了我們的貓！於是走去西聚交

涉：你們快把貓還給我們！這隻貓是我們的！西聚的說，這個貓是牠自己來我們這裡

的，又不是偷你的，爭論起來，東、西兩聚整班人，兩班和尚在那裡爭那隻貓，吵到

那個方丈那裡，見那些人，他們做什麼呢？出來看看，你們這些人在這裡做什麼事

幹？他們說我們拿了那隻貓，那隻貓是自己來的！這個趙州法師，不知是南泉還是趙

州我都不記得了，因為有兩個法師，好像是趙州。

聽眾：南泉。

羅公：南泉嗎？南泉，不是趙州，後來的才是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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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後來的才是趙州。

羅公：對！他就拿把刀來，去廚房拿把刀來，這個太過了！不可為訓這件事，你不論

南泉也好，趙州也好，犯殺生戒，你何必呢？他就拿把刀來一刀斬了貓頭，殺

了那隻貓，大家都沒有！沒得爭。煩惱因為那種境界起，把那種境界空了，這

邊那些貪的煩惱，貪那隻貓的煩惱與發惡的嗔平息，那邊沒有了那隻貓，沒有

了境，亦貪、嗔都沒有了，由境而起貪、嗔，境無那些煩惱亦無。本來就是這

樣，但是你這個趙州（南泉）就過火了，那些爭貓的人哪裡明白你這樣做？你

白白犧牲了那隻貓，犯了殺生戒，何必呢？你說不是！我大菩薩示現，我就不

受這個，我不算犯戒的，太無聊了，菩薩示現？很多可以示現，示現來殺貓？

是嗎？好處就未必有，但是壞處就很多，他都行，他都能殺，為何我們不行？

是嗎？壞處多過好處，所以我說他這個人並不高明，那些人說他如何了不得，

我就反而對他有一些鄙視。就這樣了。好了，那時他剛剛殺了隻貓，那個南泉

（趙州）法師就來探訪他，來到問：你們做什麼？他們如何如何爭，我就殺了

牠！大家沒得爭。你說對不對？於是這個南泉（趙州）法師就走去，什麼都不

做，一句聲都不出，脫下那隻鞋，脫下鞋放在頭上，走人！那些人就說，你參

這件公案了！參這件公案的內容就是兩件事，是嗎？我們用科學方法來分析

它，這件公案的內容有兩種，一就是趙州（南泉）殺那隻貓，是嗎？主要的內

容是這件事，其他兩個爭貓，那些是小事，第一件最主要我們參的就是趙州

（南泉）何以殺那隻貓？第二就是何解那個南泉（趙州）老和尚一聲不出就將

那隻鞋放在頭上？何解？這件事更難參。

聽眾：顛倒。

羅公：顛倒嘛！

聽眾：倒行逆思。

羅公：意思即是說，不錯，那班人爭貓又是顛倒，是嗎？東聚那班人走來西聚取貓已

經是顛倒，西聚的人撈住那隻貓不給人又是顛倒，你就不應該殺生的，你就走

去殺生，以為這樣來感化那些人，你是以毒攻毒，以顛倒對付顛倒，是嗎？這

樣，總之你班人一切都是顛倒，你還問我對不對？也是顛倒，所以我就走人！

我就走人！我就是這樣解了！是嗎？你閣下有什麼高明的，無他，你懂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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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實在有什麼好參？很淺白的這些東西！而且這些好像猜謎那樣，猜這邊又

像，猜那邊又像，即是等於什麼？想扶乩那樣，你這樣解似乎是，那樣解又好

像是，所以真正平易、平平實的大路不是這樣的，所以我很反對那些參什麼公

案，參公案我很拿手的！就因為我拿手，所以我覺得它這些東西，很多這些公

案害人不淺！而且是這樣，一千幾百年前的人發生這件公案，我們就一千幾百

年之後，那情景全部都不同了！怎能與當時一樣？還叫我們來參？如何參？所

以那些人食古不化。

聽眾：有一個禪師說大用。

羅公：大用？起什麼大用？

聽眾：不知道！我都不識。

羅公：也是用，除去貪、嗔、癡，是嗎？殺貓就是境空，是嗎？你這些境無的時候就

沒有貪、嗔、癡了。我就說，你這些這樣的作風，你這些作風就是心，你這種

作風都不對！境亦空心亦空，這些就是大用，就是真如，這個就是大用，「大

用」是通的，不過他這個老和尚講的「大用」，老實講，就不如學我那樣講，

將它來分析好過，「大用」兩個字，人家又要參一回「大用」，是嗎？所以以

前的老和尚就是真正的老和尚，弊就弊在這樣的。很多人就是這樣了，「諸行

無常」，佛法整日在小乘經裡面講，「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是嗎？「生滅

滅已，寂滅為樂。」佛整日這樣講。還有就有四種顛倒，世界上有四種東西都

是顛倒的，第一，無常的東西你執著它為常，這個是顛倒，叫做「無常執常

倒」；第二種，一切東西都是無那個「我」的，無我而執有我倒，顛倒，第三

種，人身體是不淨的，不淨而你偏偏執這個身體是清淨的，又是顛倒，什麼？

還有一個什麼倒？

聽眾：法無。

羅公：無常計常，是！

聽眾：以苦作樂。

羅公：什麼？是！以苦作樂，人生是常常在苦聚裡面的，我們就沉迷，以為很快樂，

又是顛倒，四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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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到了佛臨去世就說《涅槃經》了，佛就有法身的，法身就有四種德的，即

是法身有四種 quality的，法身。第一種就叫做「常」，常的，我們什麼東西都是無

常，一證到佛的法身就常了，永恆的，everlasting的、快樂的，我們這個身體永遠

都是苦的，一證到法身呢？樂的。一切法都「無我」，證到法身就有「我」的。我們

的身體是污糟邋遢的、不淨的，佛的法身是清淨的，佛的法身即是涅槃，佛證涅槃。

所謂證涅槃者，即是佛的法身的顯現，就叫做涅槃，而這個法身就即是涅槃。涅槃具

有四種德，記住，這個「德」是 quality來的，或者 character，或者 quality都得，

有四種德，一種是「常德」、一種是「樂德」、一種是「我德」、一種是「淨德」。

你參，你參，譬如他說老師傅，佛都說無常了、不淨了、苦的、又說無我的，何解佛

臨死的時候又說有「常、樂、我、淨」？你參通它，參通它就見性了，見道了，有些

參一百年都見不了性！坐在那裏參到內傷，參到吐血！你試一試回去參一下，參兩個

鐘頭（小時）試一試，你參一下，一切法是無常，一切法就是苦，一切法無我，一切

法不淨，但是他臨死他又說……

識不識解？識不識陳芷君？什麼？就有兩個意義的，第一個意義不變的，永恆不

變的，叫做「不變的常」，第二個意義連續不斷的，就叫做「相續的常」，所謂

「常」不外就是兩種常而已。普通的，譬如你陳芷君，你不用很久你會死的，最多再

過五十年好了沒有？也都是要死的，是嗎？無常了，無常，無相續常了，是嗎？相續

就相續，不知你做鬼抑或是上天？那些相續就有，你這個「陳芷君」就不會相續了，

這樣就斷，不能常。你整日每剎那都會變化的，就更加不會有永久的常，不變常就更

加無，就兩種常都無，是嗎？但是你一證涅槃，你三身具備，無住涅槃，你證得真

如，真如實體就是永恆不變的，這個就是你的真身，這是你的本來面目，你的身不變

常，是嗎？你證了法身之後，你乘願再來，無漏的功德永無窮盡，相續常，是嗎？兩

種常都具備，與你們凡夫比，兩種常都是不具備的，所以凡夫就是無常，他涅槃就是

常，聽不聽得明白？能否再講得出來？再講給陳先生聽一下囉！

苦，世人是苦多樂少，是嗎？苦了，我現在樂了，他說這個不是真樂。即是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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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瘡，熱的，現在暫時放一塊冰在那裏，那些熱感與痛覺暫時平息了，把冰一拿

開，你又再痛了，苦暫時停一停而已，不是真正樂的，真正樂要怎樣？換言之苦與樂

相對的，都不是真正的樂，要 absolute的，沒有相對的，絕對的，然後才是真樂，

涅槃擺脫一切相對的東西，是真正的絕對的樂。

人，世人的苦樂參半，整日變化的，今天苦明日樂的，這些不是真正的樂，而且

那些世人所謂「樂」是苦的原因，譬如你現在大排筵席，大宴群臣，很樂了，到曲終

人散的時候，你就有寂寞之感了，那時你就苦了，所以你剛才之大排筵席，就是引起

你曲終人散後的那種寂滅，無聊賴的原因，所以能夠引起不快樂的，這些樂不是真

樂，是苦的原因來的，所以都當它是苦，世人總之一切有漏皆苦，漏即是煩惱，貪、

嗔、癡的煩惱，凡是與貪、嗔、癡相結合的，一定是苦的，叫做「有漏皆苦」。但是

你一入涅槃，absolute沒有，沒有苦，就是真的樂了，樂。所以涅槃有一種樂的

character，或者有樂的 quality，是嗎？一切眾生都無我，那個無我不到你主宰的，

你胡麗麗想要一百歲，包你沒有，你想的；我吃多些東西可不可以？你吃多些東西都

不行，是嗎？這樣沒有主宰的，無我，「我」即是主宰，但是涅槃就不是了，何解？

因為入了涅槃的那個真如，他沒有想這想那的，沒得想的。沒得想，但是他有個

受用身，有一個變化身，他有主宰的，他會認為你多倫多的眾生應該成熟，應該要度

的，就可能在多倫多處現身，認為在非洲他成熟的，可能現身在非洲，他認為在某個

地方用醫生的身才成熟，他就現醫生的身，某個地方要用什麼？要用軍人的身才行

的，他就現將軍的身，軍人的身，現身不是拍一聲現的，他可以是兩種現，一種可以

很神化地現也行，第二種是什麼？好像一個細路哥（嬰兒）出世，他將來受教育，受

到讀書很了不起，漸漸地，他還拿到諾貝爾醫學獎，醫病人逢醫必好的，這個可能是

佛來的，是他的身。做完這一世醫生，他第二世是什麼？他第二世就走去做非洲做個

馬騮王，化那些馬騮仔都可以的。他的功德是我認為需要怎樣我就怎樣，有主宰的，

完全用他的智慧來控制的，有我，有「我」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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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他是無漏的，你們就污糟邋遢，他怎樣？他清淨的，你覺得成世都怎

樣？你覺得他或者示現整個濟公和尚那樣污糟邋遢，整個禮拜都不沖涼，生得滿頭蝨

，邋遢了，染污了，你看他就是染污，他本身不是染污的，他本身是清淨的。乸

「淨」。

你認為那個佛，提婆達多在山頂上面一塊大石碌（滾）落來，整個石砸落釋迦牟尼

佛那隻腳處，砸到他出血，你以為他這樣，釋迦牟尼佛根本就沒有被你砸到出血。即是

你們天主教徒，耶穌被釘十字架，根本你這班人釘一件東西上十字架，你以為釘到耶

穌，耶穌根本就沒有被你釘到，祂無可能被你釘到十字架的，不過你要釘，你們這些人

變起一個耶穌來釘你所變的耶穌，就是這樣解。這樣就有「淨德」。明不明白？

你了解這樣，你肯讀經他就解給你們聽，何需要你去參幾十年？白白花去光陰而

已！所以我就最反對別人參禪就是這樣。以前那些人又如何？舊時的社會與現在的社

會怎麼同？現在每一刻每秒鐘你都要爭取的！否則你的生活就成問題的！你少做幾個

小時，你就少了二十幾元，是嗎？講笑嗎？真是少了的！你病一日就不見了很多錢，

以前就不是，以前那些農村、農業社會，安安閒閒的，走路可以慢慢優優悠悠都不遲

的，現在不是的！現在坐巴士都唯恐來不及！怎麼同？時勢不同嘛！哪裏有這麼得

閒，我們每日去參禪？經論教你，講給你聽，有什麼不好？不同的。明白了嗎？

講開有常相、無常相，常與無常明白了？常與無常。譬如我剛才講，一切眾生有

漏的東西都是無常的，佛的涅槃就有四德的，有常的，好了，這樣就好了，這樣就識

了，死了！跟住又多了些東西，本來沒有這套東西就白紙那樣的，現在聽了這套東

西，今晚回去坐的時候，就觀了出來，佛的涅槃就是常的，我們就無常的，那就怎

樣？這樣就有個「常」與「無常」的相就出現了，是嗎？

普通的你很容易撇除，這些讀經讀完這些你就很難撇除了。即是說，你拿了經就

等於木筏，你撐那木筏過河，過河容易上岸難，離開木筏上岸的時候你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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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苦變等相。「苦變」兩個字何解？一會你就識解了，我解這句給你聽，「或苦

有變異性相」，這個「異」字，我寫慣這個減筆字，草書有個例，凡是四方形的東

西，寫草書的時候，這樣就算數了，寫個「口」，寫個「田」都是這樣了，如果客氣

一些就這樣，繞一繞，不客氣就這樣，這樣就叫做「田」了，好了，寫慣了這樣，不

過你寫出去別人不識看（看不出）。

下面這一截就怎樣？這一劃就代表一、二、三，三劃，跟住你再一劃就代表了這

一畫，跟著加上上面的田字，就是「異」字了。這些簡字就與大陸那些不同，這些是

有根有據的，這個寫法是王羲之寫的，寫那個「異」字，王羲之的那些草書寫那個

「異」字就是這樣寫法的。「或苦有變異」，苦怎樣有變異？今日苦，明天會樂的，

是嗎？明天樂後天又會再苦，苦有變化的，苦有變化性的相出現了，「或苦無變異性

相」，怎樣「苦無變異」？

無苦樂的變異叫做「苦無變異」，即是捨，既無苦又無樂就叫做「苦無變異性

相」，有苦有樂就叫做「苦有變異性相」；無苦無樂就叫做「苦無變異性相」，這樣

我們觀，「觀受是苦」，觀到這個苦觀的時候，忽然間就有這些叫做苦，那些叫做

樂，就是「苦有變異性（的）相」了。忽然間又說捨受了，無苦無樂了，這樣叫做

「苦無變異性相」，又出現了！搞得你沒有辦法見道了。寅九，有為同異相。「有為

法」，「有為法」即是現象界，現象界一定有這樣的相狀的，一種叫做「同相」，一

種叫做「異相」，是嗎？譬如黎太與謝覺生兩個，你說你與他，他是男人，你是女

人，你說你與他是「同」還是「異」呢？

聽眾：「異」。

羅公：「異」，因為你是女，他是男，所以「異」了，「異」了。但是你都是人，他

都是人來的，這樣就所以「同」。所謂「同」、「異」全部都是假名來的，都

是安立，你本身無所謂「同」，無所謂「異」，他本身無所謂「同」，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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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又「同」又「異」都是我們的人自己多此一舉搞出來的，是嗎？

當你說「同」者，就是什麼？它的共通性就叫做「同」，這個共通性，那個

「異」是什麼？各別性，各別性、特殊性，各別性。同是女人都有很多的！譬如胡麗

麗是高的，你是矮的，同是女人，這樣同中又有異了，是嗎？大家都是女人，她一個

高，一個矮，高，高都有多種的，有些是高得橫的，肥的；有些是高得一枝竹子那樣

瘦的，又有異。有為法有「同相」有「異相」，有「有為（的）同相相」，有「有為

（的）異相相」，　何解會這樣想？尤其是那些學哲學的人會學這種相，學哲學與學

logic的人就常常會這樣，怎會這樣？

他們說世界上的東西就有所謂「自相」，又有些叫做「共相」，世界上的東西有

「自相」，有「共相」，「自相」的概念叫做「類」，「自相」的概念就叫做「類概

念」，「共相」的概念，不是！「自相」的概念就叫做，我都倒轉了，不記得，因為

我們以前讀那本邏輯是英文本的，後來看回中文本就不知叫做什麼？叫做「種概

念」，「共相」就叫做「類概念」，萬物都有「自相」有「共相」，即是我們的概念

有種、有類，怎樣有種、有類？舉例：譬如你說白人、黃種人、黑人等等，「自相」

不同，白人與黃種人顯然是不同的，是嗎？

但是你不要忘記，白人、黃人、黑人都是人，這個人就是「共相」了，白人、黃

人、黑人就是「自相」，「人」這個概念就叫做「類概念」（屬概念、上位概念），

了，白人、黃人、黑人這些就叫做「種概念」（下位概念）了，一類裡面分很多種

的，人，你是人，人就是生物來的，人是動物來的，馬騮（猴子）亦是動物來的，猴

類也是動物來的，貓狗亦是動物來的，這樣它就變成什麼？動物了，這樣即是人、

猴、貓、狗這些都變成了自相了，動物就是共相，聽得明白嗎？即是說，貓、人、猴

我們都叫它做類（種）概念了，種概念了，動物，這個就叫做類概念了，是嗎？

一種一類，種概念、類概念這個名現在太舊了，現在不用這個名，普通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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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上位概念，你如果做法師出去講經，你就要看很多書才行，甚至連這些你也要懂

才行，不然你怎樣講？我們居士這樣講都要，如果你是大法師，搖搖擺擺地出來，什

麼都不識，只是拿住那本經來，「如是我聞」，如是之說，阿難這樣說，我所親聞。

這樣說只有法師才可以，所以我們一看下去，聽下去，藐一下嘴就走了，只有那些什

麼？那些什麼？那些老太婆不是很識字的，在那裡打瞌睡，打完瞌睡，嘿！有功德

了！有功德了！這些都要識的，不然你怎樣講？這個就叫做上位概念了，是嗎？

物就是上位概念了，貓、狗、猴、人，這些是下位概念，下位的概念，這個好。

一到人又變上位概念了，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又是下位概念，互相上下位了，動

物，你以為是上位概念？又不是，動物就有植物，是嗎？動物、植物都是生物，生物

然後才是上位概念，動物與植物都是下位概念，動物、植物又怎樣？生物又怎樣？生

物的對面叫做無生物，生物與礦物都是下位概念，物，不是！是！物就是上位概念，

是嗎？物的上位概念是不是絕對？不是，還有些非物。物的對面有非物的，物與非

物，兩個都變成是下位概念了，還有一些什麼？再上是什麼？最高的那個最上位概念

是什麼？

存在，existence，存在，物亦是存在的，非物也是存在的，存在然後才是上位

概念，存在與非存在又是相對，存在與非存在都是下位概念，還應該有一個上位概

念，你講不講得出？你講出來給我聽，存在與不存在的上位概念。講不出的，不可

說。是嗎？沒有了，沒得講，講得出的就一定有上、下位概念，只有講不出的，最高

級的概念是講不出的，是講不出的，絕對的，是嗎？所以你們天主教那個聖德肋撒修

女，她說什麼？她走入靈魂裏面看，每個人的靈魂是有七個 mansion 的，七座大

廈，第一個大廈怎樣，第二座大廈怎樣，第三座大廈怎樣，第一座大廈有魔鬼可以進

去，又有耶穌在那裏，又有聖母在那裏，又有天主在那裏；她再進入去第二重大廈，

更加華麗，光明華麗，又有耶穌、又有天主、又有聖母，但是魔鬼還是有本領能進去

的；於是她再入去第三重 mansion，第三重 mansion，一進去，了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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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光明在世界上找不到名詞來 describe 它！沒有辦法！我們在世界上找那些

形容詞、那些語言去 describe 它，沒有辦法找到了！來到第三重就是這樣，好了，

魔鬼沒有了！只有耶穌、只有聖母、只有天主在這裏，魔鬼入不能進去。沒有了！但

是還有形相，還可以講如何堂皇，怎樣華麗，於是她又走到第四重，還是第五重我不

記得了，那裏就 marry to god，與上帝，不是結婚。

聽眾：結合。

羅公：是結合，與祂結合在一起了，她與天主不能夠分得開了。即是什麼？佛經那個

智與真如不能夠分得開了，那時智與真如平等平等。她說那時候講不出，講不

出的。都還是體會到叫做有形相，再有一層就形相都沒有了，根本就無可講。

你有機會找《聖德肋撒回憶錄》，《經驗錄》，她的《經驗錄》，她有本《經

驗錄》的，聖德肋撒這個修女很了不起的，現在我有一個朋友去西班牙，特別

走去看看那個聖德肋撒像，那個聖母像，聖德肋撒做修女的，做修女遇著那個

英國與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打仗，英國那個統帥叫

做威靈頓（Duke of Wellington）威靈頓公爵，威靈頓公爵有個外甥，那個

外甥不知是做少校還是上校的，一個軍官，騎兵來的，做一個騎兵的營長之類

就要走到去出征，去到西班牙那裏，在修女（修道院）門口見到聖德肋撒在做

工，修女要做工，抹地板，他見到，那個當然是少年氣盛，有些貴族子弟又撩

人家，這個給他撩一撩見到他好像很英雄的樣子，忽然間凡心一動，覺得那個

威靈頓公爵的外甥很好，很仰慕他，於是乎那個威靈頓公爵（外甥）就說：你

不要做修女了，出來吧！跟我，跟我走，做修女有什麼好？你回去想想，我在

那裏，我的軍營在那裏，你今晚想好了，如果你要跟我，你就去某處找我，如

果你不跟就算了。於是，那些馬在那裏飲水休息，跟著就走了。這個聖德肋撒

她想著想著，這個男人如此可愛，不了！都要走，跟他去！

聽眾：那個魔鬼。

羅公：你要走，不讓你出的！要騎牆走出來的！她又很虔誠的，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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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走去聖母像那裡：我真的煩惱，請你救一救我，我現在真的很喜歡這位男

子，我非要出去跟他不可了！但是我又不想拿走這座修院的財產，我現在把我的衣

服、我在你面前將這套修女的衣服放在這裡了，我沒有要你的財產，我穿回我自己的

衣服，我走了。這樣就騎牆（翻牆）出去找那個男子。有這件事的！這是真事來的！

我看過她的傳記，我都算好記性。誰去到時他已經出發了，突然間有軍令：馬上要去

截擊拿破崙，軍令限要幾分鐘出發，不出發不行，難道你不跟嗎？人去樓空，找不

到，就流落了，流浪，沒有辦法，跟著那些吉卜賽人，那些 Gypsies，那些吉卜賽

人，她跟著吉卜賽人的家族去，誰知哪個男人黐著她，哪個男人就會死，那些吉卜賽

人與她好一些的，那些吉卜賽人都橫死，我都不記得了，好像是橫死的，後來，因為

吉普賽人很迷信的，這個人都是不祥的！於是就沒有什麼人招惹她了，她就去酒家那

裡做吧女，做職員，做那些waitress，有一個不知是伯爵還是什麼貴族，是那些鹹濕

伯父（老不正經），看見她這麼靚，就喜歡她，不如同與我同居？你在這裡做這些，

我大把錢，你跟我走啦！她說：好吧！於是跟了伯爵。誰知跟著那個伯爵，那個伯爵

又死了！如是者總之死了兩、三個，凡接觸她的，無有不死的，何解呢？

好像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告訴她，你是天主的所有，誰接觸天主的所有，即是冒犯

了天主，他一定要死。死了！我以後不要接觸人，如果我接觸人豈不是害死人！不要

了！但是她一心這麼辛苦是想找回那個男子，如果我找到那個男子，豈不是要害死

他！是嗎？我接觸誰，誰就要死，假使找到那個男子，男子與我結婚，他一定死，如

何是好？但是一心來找他，找不到又心又不舒服，找是要找到他，但是不與他結婚

了。就下了這樣的決心，下了這樣的決心後，不知怎樣艱苦轉折，那個男子亦知道有

這樣一個人在這裏，大概可能看到相片，好像這個舞女是識得的，好像是那個人。於

是查一下，真是這個人，於是就找到她，找到她，她說：我一場（心）是來找你，搞

得如此辛苦，離開修女（院）我現在找到你了！他說：這樣好極了！這樣我們結婚

吧！我大難不死，現在那場仗打完了，我升了官，已經升了上校，結婚吧！我不行！

不行你又找我？我是找你，當初是想找你，但是後來我發現我找到哪個，與他好，那

個人就死，我不想你死，但是我要見一見你。那你現在到底想怎樣？你不與我結婚，

卻要來找到我？我找到你，見到你之後，我請你送我回修院，只此而已。怎樣求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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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結果怎樣？送她回修院。回到修院她又不肯直入。

聽眾：又越牆？

羅公：什麼？結果是有越牆進去，越牆的。第一就是夜晚進去，進去後就去聖母那裡

稟告給聖母知，誰知那套衣服還在那裡。

聽眾：這樣那套衣服放很久了？

羅公：現在見到那套衣服還在那裡。

聽眾：那就很久到時間？

羅公：什麼？

聽眾：那就很長時間了！

羅公：什麼？

聽眾：那就很長時間了！

羅公：幾年、幾年時間。

聽眾：幾年那件衣服沒有人郁它？

羅公：這樣才奇怪。她穿回那件衣服，深夜了，怎麼辦？不敢見院長。先回宿舍那裡

睡，宿舍裡那個床位沒有人睡，就睡回那個床位。第二天那些同事，同學、同

事見到她起來一樣打招呼，一樣聊天，沒有人提到她失蹤。

聽眾：她發夢嗎？

聽眾：她發夢？她夢遊。

羅公：她不是發夢，這件事是真事來的，

聽眾：幾年？

羅公：這是可能的，只有那個院長相當到家的，就知道這件事，原來她出走之後，那

個聖母像就失了蹤。

聽眾：哦！

羅公：不見了，翌日那些人出來不見了聖母像，以為被人偷了那座聖母像，就仍然見

到那個聖德肋撒日日在這裏祈禱，也在那裡擦地板，全部一樣，沒有人知道

她，全院沒有人知道她的，只是院長見到聖母像不見了，就覺得奇怪，大概這

位院長是相當有修養的，不出聲，就曾經暗示過她，你好好修行。有一回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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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到第二天早上，那些人見到那個聖母像不見了那麼就又回來了！

聽眾：又回來了！

羅公：如此奇怪，因為這樣，那些人就議論紛紛，那個院長內心有數，對她說：你不

用講了，你不用怎樣了。這個院長她心中有數。有這樣一回事，天主教的教史

裡面就有這回事的。後來她真真正正很虔誠修行了，後來被教廷封她為聖的。

說她是聖人，其實這些這樣的照理就不信的。

聽眾：是不是神話來的？

羅公：有的，有這回事。

世界上的東西很神奇，很多東西是我們不知道的。催眠到你，實在那個聖母像沒

有郁，那些人全部烏凜凜（懵懂），是嗎？又說不見了聖母像，一會又見到了，都是

你那些人的幻覺，何解幻覺都沒有人知道？她的催眠力大就行了。所以說阿彌陀佛就

是你所變的相分，你所變的那個相分是怎樣？你眼識見到的阿彌陀佛是眼識的相分來

的，image來的而已。眼識的相分何解會見到阿彌陀佛？你「第八阿賴耶識」裏面

那些變阿彌陀佛的影、那些種子起現行，就變起眼識那個阿彌陀、「第八阿賴耶識」

所變的阿彌陀佛的本質，這個本質，如果你是虔誠念阿彌陀佛的，本質後面有個阿彌

陀佛的加被力，這些叫做加持力了，阿彌陀佛就加一種力量在那裡支持你，它不是真

是整個阿彌陀佛走來見你的。

這是一種在定中的一種力量，猶如好像電一樣，那種電波一樣，你被他那種力，

被他那種 energy好像電波那樣，一被他刺激，你那個「第八識」裏面變阿彌陀佛的

種子就現起，變阿彌陀佛做本質，反映進你的眼裏面，你就見到那個阿彌陀佛。你將

來生極樂世界見到阿彌陀佛都是一樣的，如果你與阿彌陀佛有緣，當你想見阿彌陀佛

的時候，觀音菩薩一樣是一起加持你，阿彌陀佛就加持你，觀音菩薩一樣是加持你

的。釋迦牟尼佛是這裡的教主，凡有外面的佛加持，釋迦牟尼佛必定有份的。所以釋

迦牟尼佛也是加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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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加持，你見阿彌陀佛的時候，三個佛、菩薩的加持，那個就是有本質的，如

果你只是想一下，普普通通地想一下，這個叫做無本質的，是這樣。「或有為異相

相」，「異相相」者，即是什麼？那些「種概念」是嗎？「同相相」即是「類概

念」，即是上位，下位概念就是「異相相」，是嗎？上位概念就是「同相相」。

「知一切相」。當你這樣說，世界上一切一切東西，你有一個什麼概念？有一個

「一切一切」的概念，是嗎？所有這麼多眾生，有個什麼概念？有一個「所有」這個

概念，是嗎？

這樣，一切一切那麼多，當你說一切的時候，知一切一切，知道一切的東西是叫

做「一切」的時候，就有一個「一切」的概念，一切相，又是這個「一切」的概念，

也是阻礙你見不到真如的。又要打倒它！這樣就要怎樣？一切法空。連「一切」這兩

個字的名言都是空，空了它的時候就剩下那個「空」，最後怎樣？空都是空的，空是

概念，「空」。我知道空是概念來的！我知道空亦是空的！

這種智慧，這種智慧亦是空的，又空，知道這種智慧是空的，這種「知」都是空

的，一路撥，撥來撥去你撥不到的，撥得到，撥得到的時候你最少是「世第一法」，

全部沉沒，禪宗就是叫做「大地平沉」了。所以你一懂唯識，禪宗的東西你就無有不

懂，你只是學禪宗的東西，你一看另一宗的東西你就烏凜凜（不明所以），「知一切

是一切」的時候，「已」即是之後，就有這個「一切相」了，我寫錯了「一地相」，

應是「一切相」。第十一種，辨二無我相了。無我即是空，人又空、法又空，什麼都

空了，好了，有個「人空」、「法空」兩個概念了，又激（氣）死了！又撇不去了，

又要把「人空」、「法空」的概念都要撇了它！

「或補特伽羅」，「補特伽羅」即是譯做人，「無我」就即是空、無自性，法無

我，一切法都無我的，就有這兩個相，有這兩個相都不行，都要撇去，即是來到這裏

你們就知道，《金剛經》說：「凡有所說（凡所有相）悉皆虛妄」。凡是講得出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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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不止講得出，《金剛經》都未夠徹底，凡是你想得出的概念都是虛妄。「若見諸

相非相即見如來」。如果知道一切的這相那相都不是真的實相來的，都是假東西來

的，撇去它！那時你所見的就是如來法身，「如來法身」即是真如。你讀到這裏，你

就真正會比《金剛經》更了解，是嗎？以前沒有這麼了解的，今天你就更加了解一

些，因為你今日讀了這一句，以上是十一種就叫做什麼？所除的相了，這樣丑一就標

舉要除遣，丑二就除什麼？所除的相就已經講過了，合起來就是子一了。

子一就是明除相。說明我們修行修到見性之前，在加行位的時候要除一切相，除

一切相之後還要注意什麼？子二，只是一味要除相，我要除相！一味巴閉（嘈吵）不

行的，要實際修止觀把那些相除去就行了。要怎樣？要「善修治心」，依著除相的方

法，你好好地修定，不止修定，修止觀，好好地你要修止觀，「彼既多住如是行

故」，這個「行」字讀幸（音），讀「行」都得，無所謂了！

「於時時間，從其一切繫蓋散動，善修治心。」那個「動」字加一撇（，）在那

裏，「……散動，善修治心」。一句。這裡就教你了，「彼既多住如是行故」，他

說，那個修行的人，「既」即是已經，既經「多住」，「住」即是做，做什麼？「如

是行」，「如是」即是這些，這些行為，即是一味遣那些相，做得多了，他這個人就

怎樣？就能夠怎樣？「於時時間」，於每一秒鐘他都能夠「從其一切繫（蓋散動），

善修治心」「一切繫」，有幾多種「繫」？你講給我聽？幾多種？

聽眾：十一種。

羅公：什麼？

聽眾：十一種。

羅公：五種「繫」嘛！是嗎？上文不是講五種「繫」？五種繫縛，是嗎？一切

「蓋」，幾多種「蓋」？記不記得？

聽眾：「五蓋」修禪定的人有幾多種「蓋」？

聽眾：五種蓋。

羅公：什麼？「五蓋」，一有「蓋」來即刻撇，「散動」，有五種「散動」，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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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散動」起的時候又撇、又撇，不斷這樣做，這樣就「善修治心」，好好地

修你的禪定，修得多你就會見道了。其實你拿住本《解深密經》你不用找師

傅，不用看別的都得，它都好好地已經教了你，是嗎？好了，以上子二，子

一、子二讀完了，子一、子二合起來就等於第 80頁的那個癸二了，是嗎？你

們就找不到以前的那頁，找不找得到？最好你們用一個 file夾釘住它，一揭就

能找出來的，因為有很多東西要回應前面來看。

聽眾：八十頁。

羅公：癸一、癸二，癸一就是尋思與如實觀，是嗎？癸一、癸二，當你修尋思與如實觀

的時候，要除遣諸相，你能夠這樣做你就是加行菩薩，加行菩薩是這樣修止觀

的。加行的結果就會怎樣？壬一就是加行，我加行圓滿了，那就怎樣？你見道

了，壬二了，明見道位了，加行就見道了，一證真如之後，你的無漏智一出現，

沒有一切相的，記住，無相即是無概念！不是說死了沒有東西，沒有了一切概

念，相就是概念，沒有概念不是沒有東西，那時是一種無概念，我們的智慧照出

去，入了一種「無概念」的情況，無概念的境界，那種無概念的境界與真如打成

一片的。就你所了解的境界來講，我們改它的名字，本來沒有名的，我們叫它做

「真如」，你叫它做 Z都可以的，是嗎？叫它做「真如」，就你能夠了解這種

wisdom來講，這種智慧來講，我們就賦予它一個名，就叫它做什麼？「根本

智」，又叫它做「般若智」。所謂「般若智」就是這種「根本智」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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