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煩惱削弱是怎樣削弱的?「云何善知心減」？怎樣知道呢?「謂如實知（彼所

對治）、彼所對治相及 重所染污的（雜染）心，彼衰退時，彼損減時，此亦衰退，麁

此亦損減」。識不識？就這樣識不識解？

聽眾：與上文一樣解法。

羅公：什麼？

聽眾：與上文一樣解法。

羅公：對了！剛好掉轉來解就是了，我解了，怎樣叫做知道「心減」呢？

即是知道那些煩惱障，那些「相縛」與「 重縛」的勢力削弱？怎樣知道呢？麁

「謂如實知」，我們修止觀的時候，清清楚楚知道，知道什麼？知道那個心，這個是

指「第六意識」與「阿賴耶識」，「第六意識」就顯現的，「阿賴耶識」裡面載著那

些種子的，那個什麼「心」？被那些「相縛」與「 重縛」所染污了的心，「雜麁

染」，這「雜染」兩個字是動詞，被「相縛」與「 重縛」所整污糟的、所雜染了的麁

心，這種「相縛」與「 重縛」正是他要對付的，「彼所對治（的）相」與「麁 麁

重」，被這種「相」與「 重」所染污了的心，這種「心」，這個即是染污心了，這麁

種心「彼衰退時」，這種心的勢力弱了，那種好的心勢力強，這種就弱了，「彼衰退

時」，勢力衰退了的時候，「此亦衰退」；「此」是什麼？「此」就是指那種「相

縛」與「 重縛」，這種「相縛」與「 重縛」的勢力亦都跟住衰退。麁 麁

「彼損減時」，這個「損減」是什麼？它熏種子，本來越熏越強的，它就越熏越

弱，何解？應該越熏越強的，為何會變成越熏越弱？因為它熏的時候有些東西阻礙住

它，它就弱了，怎樣呢？怎樣是越熏越弱？譬如你有貪心的，我現在的貪心起了，一

起的時候再熏進去成為貪心的種子，應該越熏越強的，對！沒有外力的就越熏越強，

剛剛你整日、整日顧住修止，整日顧住念經，剛好念經的時候，那些經就是對付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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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嗔、癡的，那個心一路起的時候，你剛好正在念經，當心起的時候，當那個貪心

熏的時候，你剛好同時在看佛經的時候，這種看經的力量，看經是有一種智慧的，那

種智慧出現的時候一起熏進去，就把你那個貪心的熏習的力量削弱了。

這即是說，你以前，你以前十分那麼強的，當你熏習的時候，剛剛有些智慧種子

跟住起的時候，你就由十分變成九分，這樣就退步了，再有貪心起的時候，你就應該

又再熏的，剛好再起的時候，有人在講經，你也正在聽，沖淡了你的心，你本來九分

起的，起的時候九分，熏的時候只有八分勢力，經過多次一起就一樣是這樣，所以那

些人就教人整日念佛，教人成日讀經，佛家教人整日拿著一本經，觀住來熏習，令到

減低它的勢力。天主教那些修士都懂得這些的，要對付那些人欲要對著聖經，有空就

拿住聖經來揭開來看，那些想求財的心，想追女人的心一起的時候，一起的時候即刻

熏落種子的，應該是越熏越強的，但是它一起的時候即刻拿住本聖經讀一下就沖淡了

它，弱了。是嗎？

你現在都是這樣的，你們天主教徒也懂這些東西，儒家都識得這些東西的。譬如

你看到別人賭錢，你自己都想賭一份，贏一些錢也好，忽然間你想起整日念的《論

語》，「克己復禮為仁」。我要「克己復禮」，讀聖人書，這些都是少搞好一些了！

這樣就會弱了，一次就弱一些，十次就很弱了，整得二、三十次，根本就連熏都沒有

得熏，是嗎？

你教兒子也是這樣，總之他有些什麼東西，你找一些好的東西沖淡它。他喜歡郁

身郁勢（搖擺）跳舞的時候，你最好找一些好的音樂讓他盡情郁個夠，導他走一條正

路，只靠制止不行的，導他一條正路，就是用這個辦法了。「彼衰退」，那些現行的

熏習力強、一衰退的時候，他那種「相縛」與「 重縛」一樣就會衰退，退著、退麁

著，退著，結果就是什麼？結果就沒有了。這樣「彼損減時……此亦損減」,這樣就

叫做「善知心減」了。好啊！這兩句講得好！直情就是教我們，解釋給我們聽，何解

修行會有這樣的好處。

2



聽眾：羅公！這樣譬如會不會一起那個貪心，那些正的也一齊起？阻止你的貪心，譬

如你貪心起，你修過經教，一起熏了種子進去，見到一種東西它就一齊起……

羅公：最低限度，好過獨熏！你贏錢，獨贏分好過兩個人分的，兩個人分總是少一些

的！

聽眾：即是一起貪心，善心也起，壓住。

羅公：因為它相反的，你有意，這個有意的，所以他說要「善知」，了解，這樣，第

二次你儘管對付它，用這些來對付它，貪心起的時候，即刻拿本經來先讀一

下，這樣就會阻止它，不怕的！總之好過不沖淡，是嗎？不沖淡任由它就會越

整越強。

「善知方便。」第六種了，第六處了，上文這樣說，有大威力了，有大威德了，

你好像不是很信，這樣就可以了？沒有消極削弱，即是削弱煩惱就可以了，是嗎？即

是你病，給你藥吃，把你的病菌殺死了，你的生命自然就活潑了！不用另外食補藥

的，是嗎？你想食補藥，你也不妨食一些。這個就是教你練習了，「善知方便」了。

有什麼方法？有什麼便利？可以令你得到進一步得到威力的？修什麼？主要就是修這

三種東西，當然是很多的，他舉三種做例，第一種就修勝處，「八勝處」，不是！

「八解脫」，第二種，修「八勝處」，第三種，修「十遍處」。修這個「十遍處」完

全是練習神通的，還有很多方法的，譬如你想飛身上天，不是！或者想飛身到處遊，

離開，離開地那樣，你就整日入第四禪之後作觀：我要輕，我要輕，我的身要飛起，

要輕，要飛起，這樣的時候，入觀入得多你就可以離地的。

在香港有個教會，又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那個主持人叫做Mahalia 馬哈

利，他在西貢有個，在西貢那裡有一個Muslim修道院，在荃灣又有一個社的，他那

些人在那裡，每人教他舉起手，就那幾句，oṃ！如此這般就那幾句，oṃ！如此這般

就那幾句而已！你們現在念「嗡嘛呢叭咪吽」都得的，這樣他念，大家又相信他，這

樣就會離開地，會飛起來的，一個人很難飛的，多個就可以了，多個大家意志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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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試一下，搞那些，有些人扶乩，一個人搞不定，兩個才扶得郁，你那些什麼碟，碟

仙那些，你都要〔幾個人〕，你一個人扶不到的，都是要兩三個人，即是大家三個人

的意志力集中的時候就會起作用了，他十幾二十人在那裡，會的！大家都相

信，Mahalia說會飛起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真是大家坐，坐到這麼上下就

離開（地）。

我有一個朋友叫陳立僑，在電視上時時見他的，專與政府作對的，那個陳立僑，

那個醫生來的，他是基督教徒，最不信這些東西，那個 Mahalia說，你不信，最好

你來看看我，如果你看到確是真的，你就要做我們的醫務顧問，我的會員來你那裏

你，你要免費，不收錢。那個陳立僑說，好！我就去看你，看你怎樣？離開〔地〕整

一呎的！Mahalia 還拿住拐杖在屁股下面：你看看，你試一下！陳立僑看到，啊！真

是莫名其妙。是了嗎？你現在做我們的醫事顧問，全部未超過幾多元的醫藥費，你不

要收錢，他做的，Mahalia有些這樣的東西，離地，有這些方法，入到第三、四禪，

作觀，作輕觀，輕身，甚至你都得的，隱身觀，我要隱身，我要一會出定，行出去，

幾個鐘頭內別人見不到我的。之後你的精神力量可以控制三個鐘頭，你三個鐘頭走出

外面，走去銀行拿錢，別人也看不到你。但不行的！你會拿錢你入不到這個定的。

聽眾：這樣如果那車來了，人家看不到你，豈不是衰了？

羅公：你避它嘛！一定是你避它，你可以得，所以修這個隱身法就是這樣，現在密宗

那些修「摩利支天」隱身法即是入觀。

聽眾：有摩利支咒。

羅公：什麼？

聽眾：有一條叫做「摩利支咒」。

羅公：「摩利支咒」有的，有些人拿來送。

聽眾：「摩利支咒」。

羅公：是，不過你最好找人，「摩利支天」替你灌頂，這樣念就靈驗些，就這樣念也

靈，灌了頂會再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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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麼方面？他就舉這三種例，第一， 「云何善知方便？謂如實知解脫、勝

處、及與遍處，或修或遣。」他說，你想方便是什麼？這種弘法利生的方便與用神通

的方便，有時有神通就方便一些，有很多人沒有神通的也要整一個假神通來騙人，一

個人信神通，他就肯聽他說話。所以有時如果你是想弘揚佛法，除非你沒有辦法，有

辦法能有神通其實是好的，不要亂用，「謂如實知解脫」，解脫者，「八解脫」，

「八解脫」你看我開頭那裡，修禪定，已經即是修止觀了，修止就修到初禪了，入了

初禪了，入了初禪就觀了，「內有色想」，我們的心，內心還有一個這樣的概念，還

有一個物質的概念，未曾相信物質是假的，就有個「色」的概念，不止有「色」的概

念，同時見到那個「色」會貪的。所以我在側邊這樣寫著：「有色的貪」。內心，這

個時候就觀「外色」，就觀外面，觀外面什麼？觀我的身外面，外面是身外面，觀外

面，觀那具屍體，觀一個人，這個人本來好好的，他會病，病就會死，死了之後就會

化膿、化血，整個人臭不可聞那樣，一個個死屍在那裡，所謂「人」也不過就是如此

的。

這樣，於是就見了，唉！不要貪了，趕快修道好過了，人是如此，自己也是會如

此的。「內有色想」，內心還有一個「色」，還執著有一個物質的，這個「色」是物

質的。「觀外色」，觀一個身之外有一個這樣的物質，這個物質是指不淨、不清淨的

物質，紅粉骷髏那些，這樣就修觀了。「此」就是初禪，在初禪裏面來修這種這樣的

「內有色想觀外色（的）解脫。」聽不聽得明白？這裡很 （艱澀），因為小乘的㪐㩿

話很 （艱澀）的。不過這個在初禪修就很有效的，未曾入初禪，未入到修就很亂㪐㩿

的。第二種了，「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內心裏面知道物質是虛假的，也不會對物

質起這些欲念的心了，這個內心仍然是「觀外色」，觀外面的「色」，外面的眾生的

仍然是不淨的，「觀外色」。這樣就解脫即是離開了束縛，離開貪的煩惱的束縛。

第三種，「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淨解脫」，內心無「色」的想，對外面亦

不起貪了，就觀什麼？觀一片淨色，很清靜，一片光明，一片都白光那樣，一片光

明。「身作證」，真真正正現量的，「身作證」即是現量，直情見到的，在定中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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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靠想的，「身作證」，即是現量證到的。「具足住」，很圓滿地證到的，這

個就是什麼？第四禪，第三禪就沒有它的特殊的，第三禪都是修番第一、第二兩種解

脫而已，第四禪。好了，第五（四）種，第五（四）種解脫就觀什麼？「空無邊處解

脫」，觀，入了定，即是超過第四禪，已經在第四禪裏面了，再進一步，就觀一片無

邊無際的虛空，這樣就覺得一無所有，一個茫茫太空那樣，入了那種境界，就不執著

虛空裏面有什麼實質的東西。

第五就是「識無邊處解脫」，「識」著我們的心，就覺得我們的心無邊無際，浩

浩無際那樣，第四、第三，不是！四、五，第六就「無所有處解脫」，入了什麼？入

了「無所有處」的無色定，一無所有那樣，就不被那些一切有的東西來到束縛。

「（第）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入了「非想非非想定」，就不被那些一切塵俗的

思慮束縛，這樣第八種，「滅受想定身作證具住」，「滅受想定」，「滅受想定」即

是「滅盡定」，前六識都停了，沒有了知覺，心沒有知覺了，但身仍然在這裏，身來

作證，「作證」者，即是接觸那樣解，證得，即是入了滅盡定，這是羅漢才能做到

的，還要那些高級羅漢才可以，那些利根的羅漢才可以，鈍根羅漢都入不到的，這個

「八解脫」。修「八解脫」你就會得神通的，直接得神通的，你可以做到怎樣？

你坐在那裡，你坐在那裡，你不理別人，你有你打麻將，你有你傾偈（聊天），

我坐在角落入了這種「空無邊處解脫」的時候，看不到你打麻將的，聽不到你講什麼

的，你都可以不知的。不過問題是這樣，最怕你過去你篤一下他，喂！做什麼？最怕

就這樣，那時他真是突然間不知怎樣好了，被驚醒的時候，可能會搞出一場大病都說

不定的。所以入定一定有地方攔住，如果你入定，最好你有個地方入定時，有個人在

那裏，不要給別人去嘈，你就沒有麻煩，如果你是有太太的，你叫太太不要掩門，不

要砰砰 ，在外面不要讓人進來。小心一些好，最怕外面人沒有，你太太卻叫你一嘭嘭

聲，你還不醒！那樣你就棹忌了。

聽眾：叫她如果想叫的時候，打一下引磬叮一下。

羅公：在他耳邊、或者找個罌就可以了，離開他的耳二、三呎左右敲一下，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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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就醒了，找個牛奶嘜敲一聲就最好了，最好是用金屬，最初級的。

講「八解脫」講得最詳細是《大智度論》，「八解脫」都會修了，進一步就叫做

「八勝處」了，「八解脫」就只可以自己受用，八勝處就可以影響他人，「八勝

處」，八勝處又怎樣？「內有色想」，我們的心內都還有一個「色」的概念，這個

「想」就是概念，就不是貪了，有個「色」的概念，就「觀外色少」，觀外面的少少

「色」，觀什麼？觀外面，例如只觀一條死屍，觀一排，觀由那條屍體變一排白骨，

不多的，「觀少」，這樣可以解脫你的貪，將你貪的種子磨去。

第二種「內心有色想」就觀外色多，題目換一下口味，不止一棚白骨，不止一條

死屍，滿眼都是屍體，布滿眼，全部東南西北處都是死屍，全部白骨，觀一個這樣的

多的，觀多的。三，「內無色想觀外色少（勝處）」內面連「色」的概念都沒有的，

就仍然觀外面的色，觀少少，觀亭台樓閣觀一間，觀身、觀人就觀一個。

然後第四，「內無色想」，就觀「外色」多，其餘幾種是什麼？觀幾種了，這些

就真是發神通了，觀青，全部什麼顏色都好，我現在要觀青色，全部被青色蓋過一

切，譬如我入觀，我要全部青色的，你們每個人全部都變青色的，這樣，我入觀就見

到你們個個人都是全部青色的，全部是青色的，甚至影響到別人，別人進來也見到一

片青色的。這個就真是影響力的神通了，「勝處」有影響力的，青色的勝處。黃色的

「勝處」全部要觀黃色的，觀金色的就全部是金色，即是那些講佛說法那樣，全部都

是一片金光，赤，全部紅色，白色就全部都要觀它是白色的，不只自己見到，影響到

人人都覺得這樣。現在即是那些大眾催眠那樣，大眾催眠那樣。

現在那些什麼？說那些氣功走出去外面如何如何厲害那些，不過他都是有漏的，

這些佛家講的是無漏那樣解，是怎樣？是真正使出神通了，「十遍處」，影響到他人

的，這樣就入觀了，觀青、黃、赤、白，我要個個都變藍色的，這樣我一入藍色的

定，你們就人人都見到都是藍色，何解你們會全部見到藍色，莫名其妙，是嗎？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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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功解釋，那種氣，叫做特殊功能，令到你覺得藍色，或者那種大眾催眠，催眠到你

見到藍色，大眾催眠催到都是厲害呀！誰要你被他催眠到？是嗎？你沒有叫我催，我

都催到你見到藍色，你是見到藍色，你見不到紅色，這就是我的厲害了！那些是強制

力無孔不入，遍的，到處都是的，望到眼裡都是變藍色的，青，青即是藍色。黃，要

它全部是金色的。這種東西確實了不起的！拿一個銅仙（銅錢）一入定，我給你一個

金仔（金幣）你，你拿去，這麼靚的，這個楓葉金（幣）那樣，包好拿回去，等你明

天早上起來就變成了一個什麼？銅的！銅幣一個。那些人用法術就是這樣了，那些是

用咒力，那些茅山師傅用咒力，借他的師父與鬼神的加持力，就不是這些定力。現在

這個講定力，完全是你自己的定力，金色就是黃色，赤、紅色了；白色，全部都是白

色的，影響他人的，這個「遍處」就是影響他人的。「八解脫」就是自稱了得，是

嗎？還有就是什麼？觀地、水、火、風、空、識，觀什麼？地、水、火、風就是四種

原子，四種微粒子，那些堅性的微粒子叫做「地」，不是現在這個〔土〕地，這個

「地」是地、水、火、風四種微粒子造成的，所謂「地」就是堅性的微粒子。

我們「第八識」裏面的那些微粒子的種子，我們修觀的時候那些種子起，就變起

那種微粒子，「地」。你又想，有什麼用？有用，你剛好行衰運，今日會被車車

（碾）斷腳的，他就怎樣？你與他有緣，你在那裡作觀，他觀前面有一塊石頭，你行

過來一腳踢到，你的腳趾痛得呀呀叫，要慢慢跛著行，那輛車已經駛過了，你那隻腳

就不會斷了。那些就是這樣了。你會浸死，沉船你會浸死嗎？他變一變成一塊爛板，

變成一塊板，硬的，用「地」的，他入「地」極微觀，變硬東西，觀在那個海上變東

西，你正在水裡泡著，在水裡撈到一些東西，就死不了，這個就是地觀，你可以運用

到忽然間行路，見到掘頭路（死胡同），見到大山阻住那條路，原來他在那裡玩法

術，「地」。「水」，「水」呢？火燭也有這樣的，他入水極微觀，遍、遍處，漫天

都是水極微起作用，那些火會熄的。宗喀巴試過，那間寺，在西藏那間寺處救火，火

燭救火，你要在山腳打水上來，你說多辛苦，那些徒弟，幾百徒弟個個跑去拿水，他

老師父就關上房門，老師父關上房門入定，他入什麼？入水輪觀，觀那個水極微，一

大片都是水，那些弟子的水都未到，火已經熄滅了，宗喀巴的傳記有這回事。

8



很多人都可以的，我的先生羅香林（1906－1978）在重慶住的時候，見到那個

學密宗的叫做王家齊（1895-1959），我都受過他的灌頂，王家齊，王家齊就住在重

慶，重慶的河邊有很多竹織批盪的屋，那些火一路在河邊那裡吹過來，那些風吹著火

過來，那個王家齊走上密壇那裡，拿了一個水瓶，拿兩塊葉，在那裡念念有詞，念、

念、念，用瓶子載著水揈、揈、揈（甩），揈著揈著，看著他沒多就久那些火就熄滅

了，都不用救火就熄了。王家齊，羅香林講的，他不講大話的。當時羅香林在香港大

學教書，他說，真是奇怪，他還問我何解。我說，可以的。羅香林呀！

聽眾：他都無入觀，一味揈水而已。

羅公：他？他入觀的。

聽眾：什麼？哦！

羅公：他入觀的，他整日修，假使是修摩利支天法，整日換，他是一路講一路在入觀

的！觀摩利支天入他的身，摩利支天在那裡降雨，都是觀，他熟悉到可以行出

來都在入觀，可以的！很純熟。地、水，火，日本試過有一次，幾個人在那裡

鬥神通，在天皇那裡，一個就入火觀，觀到殿的角起火，密宗書有記載的。

聽眾：那樣就燒著那個殿了？

羅公：燒了一段，那些狐狸都會的！你那張床，你得罪了狐狸，那張被就燒著了，那

蚊帳就燒不到的，只是燒你那張床而已！旁邊的東西牠全部可以燒不到的，整

到這樣。你們有無人見過？有無人知道那些狐狸的這些東西？

聽眾：都很厲害的！

羅公：北方很多的，南方就少，

聽眾：你搬屋牠會跟著你的！

羅公：什麼？

聽眾：你搬屋牠會跟著你的！

聽眾：為什麼這麼厲害？

羅公：什麼？

聽眾：為什麼這麼厲害？

羅公：牠有神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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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狐狸何解有神通？

羅公：牠有神通的。狐狸何解有神通？狐狸整日在狐狸窩那裡，在那裡入定，入定時

牠入著入著就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牠入到第三、四禪時牠就有神通了，

入到第四禪普通就有神通了。

聽眾：如果那隻狐狸死了又怎樣？

羅公：狐狸牠很長命的！牠能夠修到幾百歲。

聽眾：牠終須有日會死的。

羅公：狐狸參禪。

聽眾：牠終須有日會死的。

羅公：有四、五百歲的狐狸，走去參禪。現在那些人笑人家野狐禪就是這樣了，幾百

歲，不過牠死多數都是遭劫死的。

聽眾：何解？

羅公：被雷劈之類最多，因為牠不容易死，不死得，但牠的壽命卻盡了，唯一的死的

出路就被雷、被電燒死。講回這裏。

觀「地」， 佈滿都是「地極微」，佈滿都是「水極微」；佈滿都是「火極

微」；佈滿都是「風極微」，動性的，運用這些，運用神通多數這些了。還有「空極

微」，忽然間你坐在這裏見到一無所有空洞洞的，這個就是「空極微」觀。「空遍處

觀」，「識極微」就覺得到處都是自己的「心識」，到處都可以無孔不入的，可以影

響他人，他人都受他的大眾催眠，我個「心識」膨脹，膨脹到你都受我干涉的。「十

遍處」，「遍處」即是遍滿的，這是正式神通來的，「十遍處」，影響他人的神通。

「勝處」就要看一下情況，解脫就只影響自己，詳細解釋《大智度論》有詳細解釋。

如實知道「八解脫」，「八勝處」與「十遍處」。「或修」，你要修觀的時候就修，

「或遣」，「遣」即除去，我不修，我不觀，譬如我現在觀火極微，要起火，要起

火，我不要，我取消火，「遣」，遣除。好了，「善知心」，「善知心」十六，總共

六個了，六住，是嗎？下面總結了：己二，「善男子（啊）！於諸菩薩廣大威德，或

已引發、或當引發、或現引發。」他說：善男子啊！如果人能夠依著上文所講的辦法

去修、去了解，他這個菩薩對於廣大的威德，如果以前已經修的，就「已（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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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了、有了，「或當引發」，如果你現在肯修，未來就快有了，「或現引發」，甚

至你現在或者已經有都不定。下面就講那個「無餘涅槃」就留待以後了。有這種這麼

多好處，見道有這樣多好處，確實是很爽的。

聽眾：90年 7月 15日。

羅公：仍然保留那個個身體未死的，還有一個殘餘的身體在那裡，叫做「有餘涅

槃」，或者叫做「有餘依涅槃」，「依」者，指那個身體。

這個證得有餘涅槃的人當他的壽命盡了，譬如他證得「有餘涅槃」之後再過十年

或二十年，他的身體壞了，要死了，當他死的時候，入涅槃死了，就叫做無餘涅槃，

即是沒有一個殘餘的身體剩下了，沒有了，就是「無餘涅槃」。小乘就是這兩種涅

槃，大乘就叫做「無住涅槃」，可以入涅槃而他不入涅槃，因為他……不入涅槃豈不

是生死輪迴？他不怕，何解呢？因為他有大的智慧，有般若，就不住於生死，即是不

被生死束縛到他，他可以自由，所謂來去自由就是這種了。但是他又有大悲，有大悲

心，不捨得那些眾生而自己去入涅槃，這樣就永遠不入涅槃。因為何解？如果照其他

的宗派來講，這個世界的眾生始終是有終盡的，一切眾生個個都成佛，到最後個個都

入大涅槃的，不會無住的，是嗎？但如果照唯識宗的，有種人他不入涅槃的，因為何

解？

人有不入涅槃的自由的，譬如你說，人人都可以做總統！一定要做嗎？我不高興

做總統就不做了！是嗎？人人都有不做總統的自由的！然則眾生他可以不喜歡入涅

槃，難道不行嗎？有些眾生他無興趣入涅槃，而且他的性格是不能夠入涅槃的，這種

人就永遠是輪迴生死了。永遠輪迴生死對這種人就怎樣？唯一的辦法，想幫忙這種人

唯一的辦法是整日做他的良師益友，令他不要入惡道，這樣就消滅惡道，消滅惡道，

只是剩下人天，這樣，一樣一頁，這樣這種人整日輪迴的，就要整日要有些良師益友

去指導他的，這種不入涅槃的人就做眾生就良師益友，就永恆的，永遠、永遠、永遠

的，我這個是大乘的無住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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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這裏所講的就只是小乘的無餘涅槃與有餘涅槃，何解呢？因為聽講的人不

只是大乘的人，你先講小乘的涅槃，先講小乘的涅槃，大乘又怎樣呢？講「無住涅

槃」的時候，「無住涅槃」即是大菩提，留到後面，後面什麼？後面還有兩品，一品

是什麼？教你，你想入「無住涅槃」，你就要修行十地，十地裡面修行六度，修行

「十波羅蜜多」。下面有一品就叫做什麼？<地波羅蜜多品>，教你入地、見了道之

後再修，再後一品就是<如來成所作事品> ，成了佛了，入了無住涅槃了，不是，亦

不是想得神通，而是想得：小乘的人就想得無餘涅槃與有餘涅槃；大乘的人就想得無

住涅槃，是嗎？現在就只是講小乘的那個有餘、無餘涅槃。這樣就丁十八了，於無餘

依滅受門。

這一門解釋一個修行止觀的菩薩，當他修行到最極點的時候，他是什麼？是會入

到無餘涅槃，不入是他的事（選擇），他是可以入的，當你入了無餘依，「依」即是

身體，連殘餘的身體都沒有了，就是無餘依涅槃，入了無餘依涅槃的時候，就「一切

受」，「受」即是 feeling， feeling，所有一切感受，苦樂的感覺滅了，沒有苦樂

的感覺，無餘涅槃就好像全部、好像永恆都沒有了你那樣的，無餘涅槃，何解？因為

那些人怕生死輪迴太苦，沒有了好過，他就入無餘涅槃了，當你入了無餘涅槃的時

候，你一切 feeling都滅了，沒有了，苦固然沒有，樂也無，何解？樂也沒有，最緊

要沒有苦，沒有苦還不是樂？是嗎？一切那些苦樂的感受都滅了，就解釋了。一問一

答了，《解深密經》的好處，他的好處是什麼？修行是怎樣怎樣的步驟它都講給你

聽，甚至乎入涅槃，如果你是小乘的入涅槃，入了涅槃之後是怎樣的？入了涅槃裡是

怎樣的？無餘涅槃又怎樣？也有，你又識了。《解深密經》的好處就是這樣，所以現

在的人不讀這本經的，何解？

因為他不識解，尤其是那些法師，這樣的經他不講，他不講，他講那些什麼《地

藏經》、《阿彌陀經》，那些經何須你講？有哪個識字的看不懂的？是嗎？這些他不

講，講的都是那些，即是等於畫畫的人，你叫他畫什麼現實的畫他不畫，他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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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畫鍾馗！何解？無人見過鍾馗那個鬼王嘛！畫鬼王，畫鬼容易，畫人相就難了！現

在那些人就這樣。所以……為何你這麼激烈？我不怕的！我什麼都不怕的！是嗎？我

就是這樣講了！是嗎？本來我很溫和，不講這些東西的，不攻擊這些的，但是我見

到，你不攻擊我，他攻擊你！我就攻擊他！大家來吧！是嗎？就是這樣了！境界講給

你，入了初地之後、見了道之後怎樣修行的？<地波羅蜜品>講，講給你聽；成了佛

之後的事業怎樣，他那一品講給你聽，那本能叫做經中之王的，並不是《法華經》；

並不是《華嚴經》，亦並不是《金剛經》；亦更加不是《楞嚴經》，而是《解深密

經》！你去看，你找另一本看，哪裡有這本經那麼詳細講的？是嗎？

但你又看看哪個，除非他現在是讀飽書才去出家，譬如現在，譚博文（衍空法

師）他說出家，那就難講，他已經看過那麼多，聽過這麼多，其他那些，普通一腳牛

屎走去出家的哪裡識？連字都不識！連查詞典他都未識查！不過這樣，我只是說那

種，有些好的，有很多是好的，法師中，一百個中總有一個半個好的，例如印順法師

那些就是好極的！

最近來的暢懷法師，這個都很不錯，雖然他沒有大好處，但他亦沒有害處，都有

少少好處，都是好的。彌勒菩薩問，戊二，釋迦佛答。問了，「慈氏菩薩復白佛

言」，彌勒菩薩又問釋迦佛了，他怎樣問呢？他說：「世尊（啊）！」　叫一聲他，

「世尊（啊）！如世尊說：『於無餘依涅槃界中，一切諸受無餘永滅。』」這裏半

句，「如世尊說」，這個「如」即是依照，依照，依照你世尊這樣說，你怎樣說呢？

你說「於無餘依涅槃界中，」一個人修行，修到他入了「無餘依涅槃」，涅槃就涅

槃，怎樣「涅槃界」呢？那個「界」字很多種解釋的，這個「界」字的梵文，dh tuā

這個字，這個梵文有很多意義的，即是你現在看英文字典，一個字裏面有好多種意

義，普通就是什麼？這個「界」字「因」也，一切的原因，它的 cause與它的種

子，「因」也。第一個解釋。因、種子，因字，「界」字是這樣，譬如「十八界」，

十八類東西的種子，十八類東西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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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那個「界」字，類也，「欲界」、「色界」、「無色界」，即是有欲，有

情慾的那類眾生；只有物質而無情欲的那類眾生，「色界」，「無色界」就連物質都

沒有的那類眾生，「界」者，類也。第三，「界」者，實體， substance，第三

類，「界」者，實體，例如什麼？「真如法界」，這個真如是一切法的實體，這個是

實體，實體即是 substance 或者 reality ，第四，「界」者，藏也，庫藏，金銀珠寶

的庫藏，現在涅槃又叫做「界」，我又考一考下你們，這四個意義，哪一個放進去適

合呢？袁美琴你試一試答我？第一次問你，應該是哪一個放進去適合呢？英文查字典

都要看看哪一個字放進去適合的，現在我給你四個解，涅槃界，這四個那一個放進去

適合呢？

聽眾：實體。

羅公：對！涅槃界。是嗎？「涅槃」者，不是等於空、虛無的，而是那個宇宙的實

體，人生的實體的顯現，對！是嗎？這個又得。

「藏」也行，涅槃猶如寶藏，你不要以為空無，含藏萬德的，一切功德的，一切

無漏功德它都含藏的，也行。是嗎？兩個解，第一、第二個不要，第三、第四個解才

對，是嗎？所以要做「涅槃界」。他說，世尊你這樣說，一個人在這個「無餘依涅槃

界」裏面，即是他入了涅槃，「一切諸受無餘永滅」了，所有一切痛苦與快樂的

feeling的感受，「無餘」，一點都沒有剩了，永遠沒有了，以後都沒有了，永滅。

好了，他講到這裏，他說：你世尊這樣講，現在我問你了，「何等諸受於此永滅？」

「何等」就是哪些，什麼，哪些「受」， 這個「哪些」就是英文那個 what字，是

嗎？哪一種「受」在此，即是涅槃，在這個無餘涅槃裡面永滅？哪一種「受」在此永

滅？他這句說話很通，你在這裡說一切都滅了，還要「何等」？有很多種嗎？無漏的

時候不滅，即是留有餘地，你知不知道？

彌勒菩薩這樣問法是留了餘地，無漏的時候不滅的，如果大乘無住涅槃，滅是滅

了那些有漏的「受」而已，「一切諸受無餘永滅」只指那些有漏的 feeling，那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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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的受不滅的，如果你是小乘就沒有了，一入了無餘涅槃就什麼都沒有了，大乘就所

有有漏的「受」就「無餘永滅」，無漏的「受」就不滅，生起，重新生起，所以它這

裡，彌勒菩薩問「何等諸受」，哪些「受」滅？難道連無漏的「受」都滅清光？但是

他又不明顯問，是嗎？釋迦佛答也很聰明，只是在小乘那裏答，那些無漏受他不答，

兩個有一些好像唱雙簧那樣。不過我們讀書就最要緊知道這個，一問一答之間有多少

意味，有一些特殊的意味。

好了，答了，佛答了，答就分兩大段，第一大段就依問正說，正式答，然後這裏

很長的。己二，結，一句而已。現在己一了，依問正說，依問正說分成兩段，庚一、

庚二。庚一就標數略答，舉出那些「受」的數目，「何等諸受」，哪些受？這樣就

一、二、三、四數出來，略答，作一個簡單的答，然後庚二就問答廣辨。彌勒菩薩不

駁再問，再問他就詳細講了。問答廣釋了，現在庚一，標數略答，釋迦佛答了，「善

男子（啊）！以要言之，有二種受無餘永滅」。善男子啊！簡易扼要地來講，扼要地

說，有兩種受在入了涅槃之後「無餘永滅」，一點都不剩餘，全部剷清了，全部剷除

了，何解要「以要言之」？他即是保留那些無漏受，留下來慢慢講，好了，這樣已經

扼要地舉了、講那個數目是兩種受，兩種受，下面了，你想清楚入了涅槃之後是怎樣

的，這一段就沒有經像這裡講得這麼清楚了，如果有人問你，很多人問你，入了無餘

涅槃又怎樣？

嘿！你問這些資料做什麼？你幾時才達到？有時這樣不行的！是嗎？你可以講，

你就不必問的，你既然信就修行，如果你一定要知，你可以看看《解深密經》，簡略

的就看一下《解深密經》，哪一段是這樣講，別人就不會說你不懂，如果你想詳細，

就有整套《大涅槃經》，講大乘涅槃的。這樣答覆，不能說你都未有那種水平，問這

些東西來做什麼？不行的！是嗎？你在寺門裏面參禪，人人問禪師被他揶揄就可以，

在講壇就不行的，你不要上講壇，講壇就任人問的，你最多說我敬謝不敏，這件事我

不識，你可以這樣，但你不能批評別人問，不行的。好了，於是問了，「何等為

二」？「何等」兩個字即是英文的what are，什麼是那兩種？是哪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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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辛二答了，答就分兩段，壬一、壬二。壬一，正釋諸受，正正式式講給你

聽，說有兩種「受」就永遠剷除的，現在哪兩種「受」？怎樣的？解給你聽。然後壬

二釋其永滅。怎樣叫做永滅？下面壬一，正釋諸受，你說「諸受無餘永滅」，你要解

什麼叫做「諸受」？什麼叫做「永滅」？現在正釋諸受，又分兩小段，癸一，略答二

受，「略」即是把兩種「受」解釋給你聽，然後癸二，次第別釋，依住次第逐種

「受」解釋給你聽。

癸一，略答二受。「一者、所依 重受；二者、彼果境界受。」這兩種「受」沒麁

有了，第一種「所依」，「所依」即是身體，你的身體，你的 individual，你的身

體，你的生命，「 重受」，「 重」兩個字有兩個不同解釋，第一是不舒服的，叫麁 麁

做「 重」，不是很舒服的，不是很爽的，「 重」。譬如你說，我今天起來覺得累麁 麁

累贅贅，好像很「 重」那樣，就不是很舒服，我們有一個身體始終就有多少不是很麁

舒服的感覺的，除非你入定，輕安起，不是輕安起的時候，你的身體總是有些累贅

的，走路時腳都好像硬是有地心吸力扯住你的，郁一下手都用很多力的，都是「麁

重」的；「 重」者，即不很舒適，「 重」的第一個解。麁 麁

如果照第一個解，「所依 重受」就因為有了這個身體，所以你有些不舒服的感麁

覺，這些感覺，不舒服的感覺叫做「所依 重受」。第二就說不是，「 重」者，嚴麁 麁

格來講是我們的「第八識」裏面所含藏的那些煩惱的種子，貪、嗔、癡等等的這些煩

惱的種子，煩惱的種子就名為「 重」，「 重」這些煩惱的種子整日都跟住我們麁 麁

的，我們生天儘管享樂，煩惱種子就整日還是跟住你在「第八識」裡面，你的「第八

識」是你的生命，這些「 重」整日黐住在你的生命處，所以「所依 重受」即是有麁 麁

「 重」的身體，明白嗎？麁

有「 重」的身體即是有些煩惱種子整日跟住你的身體，這個「 重」就幾乎是麁 麁

當形容詞那樣，你的身體是有些煩惱種子整日跟住你的，你生天，你的天的身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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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的身體都是你的「第八識」變的，你的「第八識」有些煩惱的種子黐住你，跟著

你的，你下地獄它又跟住你，這樣，這個「所依 重」，你這個如果這樣解就即是麁

「 重所依」了，有煩惱種子的所依身體，這種「受」不發覺的，不覺的，有誰知道麁

呢？

你現在快樂起上來得意忘形，你怎知道、你怎會感覺得到有些不妥的東西跟住

你？這種感受，這是一種修養很到家的人才感覺到的。即是這個身體是有煩惱種子跟

著的，這個身體，由這個身體所起的苦樂的感覺、感受，有煩惱的身體所起的苦樂感

覺，這種這樣的「受」，聽不聽的明白？譬如你說，我忽然間肚痛，這種肚痛是苦受

了，這個苦受是怎樣起的？是你的所依身體起的，你的什麼身體？是不是很清淨無漏

的身體？你的身體不是無漏的身體，而是什麼？是有「 重」的身體，這個有「麁 麁

重」身體所起的肚疼，明不明白？聽不聽的明白？聽得明白？這是第二個解釋。

徹底些解釋應該是第二個，但是如果你說，費事講這麼多話，就用第一個解釋，

爽爽朗朗，有時的事情很巧的，你貪它爽朗就反而不徹底的，徹底反而不爽朗的，所

以就這樣答。嚴格「所依 重」到底是怎樣解？你看我上面的那些，「所依 重受」麁 麁

者，什麼叫做「所依 重受」呢？依內六根，「內」即是身內，身內有「眼根、耳麁

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依據我這六根做器官，做依據，「緣內身中六根及

境」，有了這六根了，有了這六根，於是我就產生了什麼？六個識了，是嗎？「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有了這六個識，依

「六根」而生起「六識」，這「六識」一起，「緣」，「緣」者攀緣，去認識，攀

緣，認識什麼？認識，不是認識外面的東西，認識你「內身」，你的身裏面的，認識

六根，我現在認識到了，我現在閉上眼睛，我現在有「眼根」，「眼根」都有境的，

這就是「眼根」，你照照鏡就看到了，你照照鏡，你的整個眼，那就是境。你的「身

根」，你摸一下就知道了，內身的「色、聲、香、味、觸」六境，又可以緣六根，你

自己緣，自己認識自己的六根，自己認識你身中的六種境，聽不聽得明白？

當你「緣」的時候，你有 feeling了，有感受了，這些這樣的感受，這些感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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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漏的，依六根，依你自己的六根而產生「六識」，「六識」就緣、攀緣你內身裏面

的「六根」與「色、聲、香、味、觸」的六境，當你攀緣的時候，你就起那些

feeling，起那些感受，這些感受是有漏的，這樣就是有漏的感受，叫做「所依 重麁

受」。聽不聽得明白？你聽不聽得明白？麻麻地？是嗎？肯定的，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有沒有看回上星期的？

聽眾：有。一定記得。

羅公：聽不聽得明白？陳義初？第二種，「彼果境界受」。「果」就是異熟果，他修

行人的異熟果，他的異熟果是什麼？分析起來不外是什麼？色、聲、香、味、

觸、法而已，是嗎？那些境界。你的異熟果是什麼？你的臉是黃色的，是嗎？

你的身體是有重量的，是嗎？

這是你的異熟果，有各種境界，見到有山、有河、又有大地，這是你的異熟果，

你的異熟果，這些是境界，你整日，你的心整天攀緣它的境界，當你攀緣的時候起感

受的，是嗎？當你天時大熱的時候，在熊熊火爐側邊，你就會怎樣？起「苦受」，是

嗎？天冷，很冷的時候，一張鶴絨被蓋在你身上，那種舒適法，你起「樂受」。「彼

果」，因為有境界，你就有「受」了。「彼果」，你這個修行人的異熟，前生修行修

得的果，這些果就有很多的境界的，當你攀緣這些境界的時候，你的六個識攀緣外面

的境界的時候，你就起很多 feelings了。聽不聽得明白？「彼果境界受」。兩種

受，第一種就「內受」，自己內身的「受」，是嗎？第二種是因為外界的刺激而起的

受，不外兩種，這兩種「受」就永滅了，燒你都不知道的，是嗎？抬你去鋸你都不知

道，你入了無餘涅槃，說話就不是這麼簡單，兩種而已！不是這麼簡單的，每種裡面

分很多東西的。

現在癸二，次第別釋了，逐種解釋，這樣分兩段，第一段，子一，釋所依 重麁

受。子二就解釋什麼？彼果境界受了。子一，解釋「所依 重受」。「所依 重受，麁 麁

當知有四種」，我們應該知道，這種所謂「所依 重受」分做四種，第一，「一者、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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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所依受；二者、無色所依受；」我好像漏了那個「者」字，二者，「三者、果已

成滿受」，哦！「果已成滿 重受；四者、果未成滿 重受」。這四種受。這四種麁 麁

「受」合起來就叫做「所依 重受」了。第一種「有色所依受」；「色」就是物質，麁

有物質的那種境界，我們的心攀緣那些有物質的境界裏面起一種「 重（的）受」，麁

起一種「受」，有物質的身體，由這種有物質的身體，不是！「有色所依」，「所

依」是所依的「根」，有物質做所依的根而起的，我們的「識」所依的「根」，哪幾

個識是有物質的「根」的？你講給我聽，「識」就有八個，「眼識」、「耳識」，一

路至到「第八阿賴耶識」，其中有一些識，這樣，凡「識」都有「根」，有些識的

「根」是物質的，有「色」的，有物質的，有些識的、有些識的「根」不是物質來

的。你答我了，江漢霖，你答啦！

聽眾：「意識」。

羅公：你數吧！數個有物質的。

聽眾：「意識」。

羅公：什麼？有物質還是無物質？

聽眾：無。無物質。

羅公：「意識」，無物質的，

聽眾：「第七識」無物質。

羅公：七、八識不要理了！「六識」先，是嗎？其餘那五個識呢？「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呢？

聽眾：有物質。

羅公：有物質的，即是這五個識就有一個什麼？它的「根」是有物質的，「有色所

依」，有個物質所依的「根」而產生的「識」，這個識起的時候就有個

feeling，有一個「受心所」跟著它一齊起。所以我旁邊註一註了，「五識身

相應受」，「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

「相應」即是與這五個識一齊起的那種「受」。

聽眾：意識隨緣起。

羅公：「眼識」看去那些火裏，覺得很不舒服，起一個苦受，這個「苦受」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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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一齊起的，相應的。譬如我現在摸一摸，摸下去覺得很舒服，起一個「樂

受」，摸下去是那個「身識」，這種「樂受」就與我的「身識」相應一齊起

的，聽不聽得明白？

「有色所依」，有一個物，有物質的「根」，有物質做它的所依的「根」的那種

「受」，即是與前五識相應的那些「受」，這樣即是入涅槃就沒有這種受了，某某法

師入了涅槃了，我們現在去供養他，他看到我們的，看不看到？你答我，看到嗎？那

就錯了，他都沒有「眼識」了，怎看到？他說，我們走過去摸一摸他。他不知道我們

摸他？不知了，他沒有了「身識」，沒有了那五種 sense，全部沒有，所以現在你以

為這樣，他入了涅槃，他什麼都知道我。知鬼知馬！他不知道了，因為他沒有了這些

「受」，感受，沒有了！大乘的「有餘涅槃」這種就未滅的，但是到他死的時候，真

正死的時候，大乘又怎樣？那些無漏的「受」他有，他是知道的，小乘就不知了。我

們就知道，如果真正入了無餘涅槃，你鋸他都不知道的，他根本都不知道有這回事，

是嗎？他都沒有「五識」的。

「二者、無色所依受」；「無」就是沒有，「色」就是物質，「所依」就是所依

的「根」，沒有一個物質造成的所依的「根」的所起的「受」，這個是什麼？「第六

意識」，是嗎？「第六意識」的「受」，「第六意識」就沒有一個物質的「根」的，

即是與「第六意識」一齊起的那種「受」，如果你入了無餘涅槃，你有沒有？假使某

某六祖大師他入了無餘涅槃，假使他是小乘的話，我現在拜他，請他保佑你，他知不

知道你拜他？不知道，因為他沒有了這種「無色所依受」；所以不知。你拜他不拜

他，他根本不知道，你 他兩下， 爛他的肉身，他也不知道，是嗎？他大乘的就有揼 揼

那種無漏的「受」。「三者、果已成滿受」，即是上面那兩種是今世起的，「果已成

滿受」，前世修行的人，不是！前世作的「業」，今世出現的果報，這個果報已經出

現了，「成滿」了，成功了，那個果報出現了，滿了，今世我八十歲死了，到八十歲

那一日就滿了，夠數了，「果已成滿（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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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現在世所應受的「受」，那種「受」都是「 重」的，「 重受」來的。麁 麁

「果已成滿（的） 重受；」所以旁邊我就註著：現果。現在這一世的果報的受。這麁

個「現果受」有餘涅槃還有的，無餘涅槃就沒有這種了。「四者、果未成滿 重麁

受」。有就有，作了業了，但是那個果還未有成功、未出現的，「未成滿」即是未出

現的，但你現在入涅槃了，「果未成滿」，你過去殺了人，一萬家人，做了一些果，

假使你應該要入五百世地獄的，但是因為修行，那些果還「未成滿」，到那個時候怎

樣？你都入涅槃了，沒有了這筆帳，即是銀行撇帳一樣，沒有了，「果未成滿 重麁

受」，當來的，當來的時候怎樣叫做「受」？都未出現？但是那個種子將來會受的，

現在有了種子，這種叫做「受」的種子，「果未成滿 重受」。麁

這四種受，「所依 重受」，一入無餘涅槃就沒有了，這樣就解釋了什麼叫做麁

果，解釋了四種，他都擔心人不明白，你又說有些叫做「果已成滿 重受」，一些叫麁

做「果未成滿 重受」。擔心別人不明白，下面釋迦佛自己落來一個註腳，「果已成麁

滿受者，謂現在受」。什麼叫做「果已成滿 重受」呢？這是你現在這一世所受的；麁

「果未成滿受者，謂未來因受。」那個果還未曾出現的受就是什麼？未來你應該受

的，但是現在未出現，已經有了因了，這個「因」即是指種子，有種子，這種子受，

這種「受」的種子起不起？你一入涅槃就不起了。照他這樣講，你快快入涅槃，你前

世殺了別人幾多萬家就撇帳了，撇帳而已！仍然在的，還在的，不起而已，那些種子

枯爛了，「所依 重受」一入了無餘涅槃就滅了。子二了，「彼果境界受」，修行所麁

得的果，修止觀的人所得的果，那個果，異熟果就有「色、聲、香、味、觸」，山河

大地、日月星辰與身體的果報的，有很多境界的，那個果報裏面的境界的受，一到無

餘涅槃都滅了。

「彼果境界受亦有四種：一者、依持受」；什麼叫做「依持」？「依」者，依靠

它住的，你生存幾十年的人最緊要依靠的是什麼？不是你阿爸，不是你阿媽，最緊要

是這個地球，是嗎？如果沒有這個地球，你就不知飛了去什麼地方了，即是你這個世

界就是，「依」者，住也，你所住的這個世界，「依」。「持」，撐起你的，如果沒

有地球撐起你，你可能飛了去火星，飛了去第二個銀河系都說不定，支持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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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support，「依持受」即是什麼？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整日攀緣著這個物

質世界，這個物質世界是我們的生命依住的地方與支持我們的地方，我們的「阿賴耶

識」整日支持、整日攀緣著它，「阿賴耶識」都有個「受」的，「阿賴耶識」有一個

「受心所」的，有沒有人讀過《唯識三十頌》？唯識，「阿賴耶識」就有一個「受心

所」，「受」有三種，苦受、樂受、捨受，羅公：唯識還有一個什麼受？你們讀過

《八識規矩頌》，你們讀書不要讀後就交回給它才行！你讀完之後就吞了它！是嗎？

放在你這裡，你要消化了它才是你的，這樣才行。你們聽完之後又走回它那裏，做什

麼？白浪費時間？陳芷君！「阿賴耶識」什麼受？什麼？她說什麼？

聽眾：「捨受」。

羅公：「捨受」，無錯！「阿賴耶識」有「受」的，「捨受」。這樣即是「阿賴耶

識」攀緣這個世界起一個「受」，是嗎？好了，是不是攀緣？「阿賴耶識」既

然攀緣這個世界，但是見到這個世界的不只是「阿賴耶識」，「眼識」都見到

這個世界的，是嗎？譬如我「眼識」見到那件衫白色的，白色就是我這個世界

來的，見到白色。我望到這裡見到綠色，這個綠色就是這個世界的綠嘛！都是

這個世界來的，我的「眼識」攀緣這個世界又起「受」了，當我現在我的「眼

識」起，望落這個綠色，是什麼「受」？「苦受」、「樂受」，還是「捨

受」？你現在望過去？聽眾：「捨受」。

羅公：「捨受」。如果我眼熱，那隻眼很 （熱），望落去青青綠綠就其一個什麼？㷫

「樂受」，是嗎？如果我眼痛，望落火爐處就「苦受」，我眼又不痛，望下去

普通的東西，「捨受」了，這個「受」，這個「受」是什麼？「依持受」，看

到這個世界的「受」。「耳識」聽到沙沙聲，就起一個「受」，嘿！我很不舒

服了，沙沙聲！這是什麼？這個都是「依持受」，對於「依持」起的「受」。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都有「受」起的，是

嗎？「第六意識」就更加有了。「末那識」呢？「末那識」就只有一個「我」

而已，不攀緣這個世界的。「第八阿賴耶識」就直情支持這個世界、物質世

界，這些受。

聽眾：「捨受」何解？羅教授？「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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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啊！你又要打了！先生扑你了，既不覺得苦，亦不覺得樂。

聽眾：何解用「捨」？

羅公：捨棄苦樂的感覺就叫做「捨」。「捨」即是平淡那樣解，「受」不外是三種，

一種「苦受」；一種「樂受」；一種「捨受」。難怪你，你要掙錢。

聽眾：掙不到。

羅公：值得原諒。你要顧家要賺錢，這個所以說，這是「八難」之一，你現正在受災

難的，你想找時間來聽一下經你都沒有時間，是不是災難之一？這個是什麼？

叫做「八無暇」，不得閒。本來「八無暇」，不知那些人為何譯作「八難」？

即是八種不得閒那樣解的。

這都是苦來的，我們有很多很有福氣的，得閒，現在退休了，得閒可以有時間聽

一下，這個就是福，你不要以為不滿足，李嘉誠沒有你那麼有福，他都很辛苦的，頭

整日在想，是嗎？你說第二世死了，閻羅王問我，不如做一世李嘉誠抑或做回你以前

那樣？我說不要！再做我前一世罷了，我不干。錢這麼多！錢那麼多又如何？你能要

幾多？擺滿魚翅你不過吃一碗？你能吞得下所有嗎？整個魚翅倉裡很多魚翅，但你都

只是一碗而已。是嗎？幾多錢你能花得完嗎？不是你的，花不完，當你棺材蓋棺的時

候，剩下的那些是別人的，是你那些兒子，你為子孫作馬牛，你宛然那樣就死了，剩

下的東西又怎樣？他人享樂了，你不能帶去的，棺材無橫廳的（何必太貪），所以說

整日你們那些人，我很滿足的，我覺得我不知多幸福，因為一世人中最幸福的就是什

麼？那個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講的，Kant講的，人生最幸福就

是有機會讓他尋求智慧，就最幸福，尋求睿智，你有機會尋求睿智都不知多好福氣，

如果再加以你無病無痛，壽命又長，長命就可以尋求得長久一些，是嗎？譬如你說三

十歲就死了，所得到的智慧都是有限，如果你九十歲都不死，你一路積累的智慧就很

緊要的！所以你不要以為，福，一個無病無痛的人，你給他一碗豆腐，他不知多開胃

吃，他就很好享受，如果他的胃是生胃癌的人，你給他鮑翅吃，吃了以後都不知多辛

苦。

所以幸福不幸福不在乎你所享受的物質，而在於你能夠享受的心情，最緊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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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你一味多又如何？戴了幾卡拉的鑽石你又如何？死了的時候，一樣被別人剝了你

的，是嗎？唯有你的智慧是可以帶走的，如果是有輪迴，沒有輪迴就沒得講，是嗎？

有輪迴，你的智慧可以帶，你現在熏了智慧的種子進「第八識」裡面，來世你一樣是

這麼聰明的，你的智慧可以帶，福都可以帶，你的清福都可以帶。「資具受」，對於

你的，對於你這個物質世界，所起的受。「二者、資具受」；「資具」是什麼？你所

吃的東西，飲食、醫藥，飲食、醫藥、衣服，飲食、醫藥、衣服，「資具受」；「資

具」者，即是生活的資料。

第三種「受用受」；「受用受」是什麼？例如名譽，是嗎？你說我有很好的名

譽，這個受用都是很爽的，「受用」即是享受，譬如那些什麼？男女，我娶個很好的

老婆，或者嫁了個很好的丈夫，這就是他的受用，受用的「受」。四者，這三種受都

是目前的，現在覺得的，第四種，「顧戀受」，整日回憶，有些人是這樣的，整日回

憶我以前做過什麼，如此這般爽（享受）法，回憶來把鬼嗎？實質現在都不是你的

了，是嗎？我以前是如何有錢，如何快樂，這些是最無聊的，人就是這樣的，整日顧

戀過去的光榮，顧戀過去的舒服所起的感受，有些人是這樣的，顧戀過去的東西，你

看看他，我見到他一路陰陰笑受那樣一路想回以前的東西而起了樂受。有些人是這樣

的，我見過的，一路瞇上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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