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者心很遲鈍的時候，你便不要修止相了。修什麼？修舉相，觀了。「若心沉

沒，或恐沉沒時，諸可欣法作意，及彼心相（應，漏了一個字，加上它）作意，是名

舉相。」就稱為舉相。這句作何解？「若心沉沒」，好像心向下墜，想睡的樣子。

「或恐沉沒時」，或自己知道快將會沉沒。這個時候，你就如何？作意。作意什麼？

「諸可欣法作意」，那些很歡喜的，值得歡喜的東西作意。何謂值得歡喜？觀佛的容

貌，觀佛放光。如果你修淨土觀，觀極樂世界的那種美境；或觀月輪很美妙的；「可

欣法作意」。如此心便自然不會懨懨欲睡了。

「及彼心相作意」，或你不觀這些，觀什麼？觀你所應觀的東西。如果你修空

觀，觀什麼？觀境空、心空這些。心所變現出來的那些相，「相」字即是 image，

影像。心裏面所變，把那些義理變成影像。「彼心相（應）」，不對，不是相應。

「彼心相作意」，我讀錯了。「彼心相作意」，這個「心相」是指什麼？心所現的。

你讀經讀到全部在心中把那些義理現出來，稱作「心相」。即是說修止，你便可以修

無間心，是不是？前一剎那無間的心。修觀就觀外面，觀「心相」；「是名舉相」，

就便謂之修舉相了。大概要修止相和修舉相的，都是地前佔多，而且加行位已經少，

資糧位的最多。（子三）、（答）捨相。「若於一向止道，或於一向觀道，或於雙運

轉道，二隨煩惱所染污時，諸無功用作意，及心任運轉中所有作意，是名捨相。」

若言一向修止，即是完全修止。何謂一向修止？譬如我坐著兩個小時或一個小

時，完全修止而並不修觀的，這便是一向修止。當你一向修止的時候，你最容易遇著

什麼？沉沒。沉沒，你修止便不行，你在修止時仍然沉沒便不會成功，是不是？這便

要修觀了，是不是？有時你只是修止的，你現在又修觀？這便間雜了，我本來準備這

兩個小時修止的，一會兒又要不觀不行，豈不是控制不住，是不是？如此，你就要怎

樣？你既不修止亦不修觀，那時要修什麼？「無功用作意」，順其自然。又或一向修

觀，你又如何？譬如你今晚這兩個小時只修觀而不修止的，一向修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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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觀的時候亦不行，它又沉沒，你要如何？你便要修止的了，但你又不想修

止，那又如何？順其自然，是不是？無功用。「無功用」者即是不加干涉，順其自

然。「或於雙運轉道」，你剛剛在修止觀雙運而又沉沒，又或忽然你意馬心猿，你又

如何呢？那時就要什麼？又是修，任運轉，無功用。何謂「二隨煩惱」？「二」者掉

舉、惛沉。被這兩種隨煩惱搞亂你、染污你的時候，你便要修「無功用作意」。或者

不修「無功用作意」又如何？「及心任運轉中所有作意」，總之，你的心自然而然。

「無功用」不就即是「任運」，是不是？不過它這些正是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

「關門」不就是「閉戶」？「閉戶」不就是「掩柴扉」？這些是文字上的，行文上的

重覆而已。

所謂「無功用」又如何？「無功用」分三級。第一級，你控制你的心，控制到它

很平衡的。何謂平衡？既不惛沉又不掉舉；惛沉便偏了，不平衡了；掉舉就偏向另一

面，又不平衡了。不惛沉又不掉舉，控制得住那不平衡，這便是「心平等性」。「心

平等性」是要控制的，要吃力的，控制的。第二，進一步，更出色了；「性」字作狀

態解，「性」字在佛經裏面時時作狀態解的；「心正直性」。正直和平等有什麼分別

呢？「心平等性」是要吃力的，控制的，出力控制的。「心正直性」又如何？略為控

制一下，略為調整一下就成功，謂之「心正直性」。第三級是「心無功用性」或「心

任運轉性」，自然而然它便會轉動的，完全不需加功，自然而然的。這三種便謂之

「捨」，三級「捨」，「捨」的三部曲。止、舉、捨相講完了，這個是實用的。

（壬十二）、知法知義（差別）門。此處是最博大的了，（段落）很多很長的。

修止觀的人要知法；「法」者經教裏面所講的道理。不對，是經教裏面的文字、文

句，一句一句；經論裏面的文句你要認識。「義」，文句裏面所講的義理你要認識。

修止觀的人，第一要知法，第二要知義。如果二者都不認識，你修大乘止觀實在是不

行的。為何人們不講呢？講有何用？只會令你灰心，所以不吭聲而已。是不是？釋迦

佛則老實不容氣地告訴你，不行的，你要懂的。他說的是了義經，是一便說一，是二

便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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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法知義的差別，何謂知法？何謂知義？分兩段，首先（癸一），明知法知義。

何謂知法？何謂知義？然後第二段才講知法知義有何效果，有何好處？「明知法知

義」又分兩段。（子一）、約所知明知法知義。「約」即是就；就所知的境界來說明

何謂知法？何謂知義？然後（子二）、明能知智（慧），來說明知法知義。現在是就

所知的境界來說明何謂知法？何謂知義？（丑一）、問，（丑二）、答。（丑一）、

問。「慈氏菩薩復白佛言」，慈氏菩薩又問釋迦佛。「世尊」，稱呼他一聲。「修奢

摩他、毗缽舍那諸菩薩眾」，那些修止和修觀的菩薩。那些菩薩又如何？他說應該要

知法，知道經裏面一句一句的意義。又要知義，應該知道經裏面所講的道理是什麼？

「云何知法？」什麼是知法？（「云何知義？」什麼是知義？）

下面釋迦佛答，他先答什麼是知法？後答什麼是知義？今天就講這麼多，只有這

麼多講義。講到知義，是不是？我們先看上文。上文（壬十二）、知法知義差別門。

即是說學修止觀的人並不是只修止觀便可以，還要什麼？還要了解法、了解義才可

以。什麼是了解法？什麼是了解義呢？是不同的，「差別」指不同。分（癸一）、

（癸二）兩段：（癸一）講知法知義；然後（癸二）講知法知義的效果。現在講知法

知義，知法知義又分兩段。既然稱作「知」，一定有能知、所知，明白不？譬如現在

我以鼻子嗅花，既然稱作嗅，一定有能嗅，我的鼻子能嗅；花被我所嗅；有能有所。

它現在是約所知來到說明何謂知法？何謂知義？又分兩段，（丑一）、（丑

二）。（丑一）、問，彌勒菩薩問；（丑二）釋迦佛答。「慈氏菩薩復白佛言」，慈

氏菩薩又問釋迦佛。「世尊」，稱呼他一聲。「修奢摩他、毗缽舍那諸菩薩眾，知

法、知義。」一個修止……；「奢摩他」就是止；「毗缽舍那」就是觀；一個修止觀

的菩薩，應該要知法和知義。「法」是指什麼？那些經的文句，那些經的一個一個

字，一句一句，字句。「義」是那些經的字句裏面所講的道理。他說釋迦佛曾經這樣

說，一個修止觀的人，應該要知法又應該要知義。現在我問了。「云何知法？云何知

義？」怎樣然後才可稱得上是知法？怎樣然後才可稱得上是知義呢？他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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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了之後釋迦佛回答。答分兩段：（寅一）、（寅二）。（寅一）先說明知法，

（寅二）自然是講知義了。先說明知法，分為四段，（卯一）至（卯四）。（卯

一）、標章舉數。「標章」；「章」即一個題子；標出一個題子、「舉數」，舉出內

容分為多少類？先來標章舉數，「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彼諸菩薩，由五種

相，了知於法。』」他說「善男子！」，「彼諸菩薩」，那些修止觀的菩薩。「由五

種相，了知於法」，五種相，他所了解的法，的相狀有五種。舉數之後列名，說出其

名稱。「依數列名」，依著所舉出之數目而列出其名字。

「一者知名，二者知句，三者知文，四者知別，五者知總。」「一者」，第一要

什麼？「知名」；「名」即是詞類，即是英文的 word；知道每一個字的解釋。懂得

解嗎？「二者知句」，由字積累就成為句；第二是要了解整句的意思。「三者知

文」，「文」是什麼？「文」是指字母。要了解每一個字都由字母拼成的。要了解

「文」。這個中國人是沒有的，中國人是沒有字母的，是不是？用筆劃而已。因為印

度人就和英文、法文那些差不多，梵文是用字母拼成的，所以有「文」。

「四者知別」；「知別」即是每一個字所處的地位有不同的意義。「五者知

總」，第五是要那麼多個字合而成為一句，是什麼意義。「有的，你打一個電話回

去，應該有。」下面已經講了。然則何謂知名？何謂知句？何謂知文？何謂知別？何

謂知總？（卯三）、次第別釋。依著次第分別解釋。（辰一）、釋名。何謂名？「云

何為名？」「謂於一切染、淨法中，所立自性想假施設。」一句。何謂名？所謂名即

是什麼？「謂於一切染、淨法中」，世界上很多東西；法即是東西；世界上有很多東

西，有些是染污的，有些是清淨的。

在無數一切一切那麼多染污的法中，和一切一切那麼多清淨的法裏面。我們就要

如何？知道每一個字其本身的意義，「自性」，每一個都有其自性。「自性」二字有

時作本質解，有時作自己解的。此處「自性」即它本身的意義；每一個字有其本身的

意義。是不是？譬如「牛」字，「牛」字本身的意義就是什麼？它的自性代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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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角、「吽吽」聲的那隻牛。那個「虎」字呢？代表那個自性，代表那個自性？「胡

胡」聲的那隻老虎，它的自性就是老虎。是不是？譬如「我現在去了」，那個「去」

字的自性是什麼？是代表由此處走到那處，這便是「去」。即是每一個都有它自己本

身的意義，它自己本身的意義謂之自性。聽得明白嗎？

「一切染、淨法中，所立」，「立」者建立。為何要建立呢？一個一個民族不

同，建立也不同的。是不是？我們中國人說男人，男人就是一個男人，表示一個男

人。但是英國人就說是man。何解呢？為何英國人又不說男人？為何中國人又不說

man？因為大家建立，把建立一個字來代表那件東西的意義不同，是不是？即是等

於這樣，你住半山區，我住徙置區的。為何你不走過去？不同，是不是？我的資格是

在徙置區的，不能去半山的，沒什麼好說的，是不是？「所立」，明白不？「立」即

是安於此處；「自性」；它所安的自性。其實我們說「牛」，你覺得「牛」字代表一

樣東西，有角和四隻蹄的那樣東西，那樣東西就是牛的自性。這個自性其實是我們的

心所安立而已，安它而已，是不是？何解呢？我們說這隻是牛，我們心裏面只是見到

一隻牛有四（兩）隻角，是不是？又有毛的，又很巨大的而已。至於它的五臟是怎樣

的，你知不知？不知的。

所以所謂牛的自性，都是我們意識裏面的想所假施設，代表那隻東西而已，我們

沒有辦法了解一整隻牛。當你說牛，「牛，我也不認識？」你就是不認識，是不是？

你知道牛肚裏面有多少個洞嗎？牛肚有一個、二個孔的，你知嗎？你不知的。縱使你

知道這一隻，你知不知那一隻，是不是？你知道這一隻是牛，這一隻是母牛，你說牠

生了多少隻小牛呢？你不知的。所以你說知道這件東西，不是的，你只是把很多你知

道的揀選一些你想知道的，安立出來而已。明白不？安立而已。安立，是什麼人安

立？我就安立這個是男人，那個是女人，那隻是猴子，那隻是貓，安立。為何我會安

立？因為我有一個意識，是不是？意識是籠籠統統地認知的，是否實會安立？不是。

意識裏面有一個心所專門安立東西的，什麼心所？有時要找人回答一下才好。陳天

華，你說這個是什麼心所？你是很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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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思和慧。」

教授：「嗄？」

同學：「慧。」

教授：「慧只是判斷而已。」

同學：「思。」

教授：「思只是造作而已。不認識？忘記了？」

教授：「你知嗎？免問。這樣，何美琪，你說吧。什麼心所？安立，專門安立名字

的。這些是牛，那個是佛。安立。」

同學：「想不到。」

教授：「嗄？」

同學：「想不到。」

同學：「想不到那一個心。」

教授：「想不到，你想一想。岑寬華，見不到你。」

同學：「想。」

教授：「想，他就聰明了，想心所。那個是想心所，能夠構成概念的。平時看見很多

印象，它現在構成一個概念，一個 concept，稱作想，外國人稱為

conception，是不是？」

用「想」來到建立的。如果你的「想」不清楚，你能否建立得到概念？不能建立

得到。那些低級動物的想心所是很矇糊的，所以那些草鞋蟲（蚰蜒）、沙士蟲那些，

它們是有想心所的，但很微，不會建立語言的，所以這些是低級的動物。「所立自

性」，這種自性從何而來呢？是由我們的想心所施設的；「施設」即是說的。

由我們的想心所，施設即是說出來的。「假施設」而已，你不要以為說牛就真的

代表一隻牛。你說牛，牛是有一股膻味的，你嗅到膻味不？這即是那不是牛，是你用

「想」來到假定而已，是不是？如果你說火，你說一萬聲火都不會燒你嘴巴。火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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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何解不會燒你嘴巴？因為你說的火是一個假想，假想施設，是不是？這些「名」

完全是什麼？是「所立」的，是我們的意識所建立的那個「自性」。那個「自性」並

不是真正有一件東西的，是用我們的「想假施設」，假說的；「假施設」即是假說

的。這些，你們不慣看哲學的書，你們便很難明白。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學佛學，除非

你學禪宗，除非你學淨土宗，除非你去做律宗，做密宗亦不可以，你都要什麼？除了

你做禪宗、淨土宗這些之外，你都要什麼？稍為懂得（哲學）思想才可以。

不單只唯識宗要如此，天台宗、華嚴宗同樣是要有哲學思想才可以明白，沒有哲

學思想你一定處理不了。所以你一定要什麼？我就講完這一課就不用了，是不是？你

們就要自己尊重自己，你要什麼？找一些哲學書看看。我這幾天介紹給數人，弄到他

們都買了《百科全書》的〈哲學篇〉和〈宗教篇〉，單算三輪那店都賣了二十六套。

剛才的那個譚博文都買了，你有沒有買？你也買了，是不是？今天我又為它推銷了幾

部。現在有兩套書你可以買的，如果你有錢最好也買下來，好像王雪珠這些富有的，

你這麼高薪，你應該買。兩套書要買，一套大陸出版的《中華大百科全書》，如果你

想學佛，裏面有三冊你要買的。

第一冊是宗教篇，裏面有很多內容是講佛教的，即是裏面有一部分可稱為佛學概

論，佛教的各個部派都有論及。簡略，但每一段都是一個專家寫的，不是隨便一個人

寫的。好處是不只有佛教，有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也有。如果學佛的人看完佛教的

那一部分，再看基督教、天主教部分，你若果出來演講弘法，你了不起。別人一聽覺

得你什麼都懂，如此博學的。你不用告訴他你是靠這一套書便可以，是不是？如果你

說只是靠這一套書，他便會覺得你是一般而已。你記住，此謂之方便。有時你想弘

法，不只要真實，還要方便才可以。這是一套——〈宗教篇〉。賣百多元而已，是不

是一百四十元？

同學：「看看在那處買。」

同學：「一百一十元而已。」

教授：「只是一百一十元，很平宜的。港島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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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此處商務印書館也有。」

教授：「此處也有？〈宗教篇〉有。有、有、有。」

同學：「銅鑼灣也有。」

教授：「有，不過〈哲學篇〉已賣光了。〈哲學篇〉被我介紹的那些人買光了。你要

去其他地方找。如果你想找，你要問鍾建明如何找，他經手買了二十六套。」

同學：「二十八套。」

教授：「二十八套，是嗎？」

同學：「要訂才有。」

教授：「是的，要訂才可以。」

這是一本，第二本是《中華大百科全書–哲學篇》，裏面一半是講佛教哲學的。

你看完它，不只對佛教哲學，你好像看了一套大的佛教哲學一樣。你看完它之後，你

又如何？中國的儒家、道家，什麼都有。你如果要演講……。

我還教葉文意，我教了她，她請我吃了一頓，令我覺得有點難為情。我就說：

「我教你一、兩道板斧。什麼呢？你不夠博學，你講佛學講得很好，但你不夠博學。

我教你一道辦法，你買這兩套書。很快便看完的，看兩次你便縱橫捭闔，別人便會以

為你莫測高深，別人不知道你只得那兩本書。」葉文意立刻去買，但買不到，只買到

一冊。她即日去買，不敢稍遲。買到一冊，買到宗教那一冊，買不到哲學那一冊。你

買了這兩套書……。但這套書它差不多每一大段都留下尾巴，依據馬克思主義什麼什

麼地作一番批評。

你不用理它，刪掉它便可以。因為在大陸你想出版書藉，你不這樣做不行。這是

一套。如果你並不是很有錢，你只花幾百元就可以買到，你一定要買下它。如果你稍

為富有一點，再買一套大書。世界上最有名的是《大英百科全書》，英文是

《Encyclopedia Britannica》，這套是世界最有名的了。這套書授了一個版權給大

陸，大陸發動四、五百個專家來到翻譯這套書，把那些次要的撇除，稱作《簡明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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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書》。裏面什麼科都有，你要佛教都有，但它和中國的那套講法不同，它全部

以斯里蘭卡小乘那些為主。裏面中國哲學亦有，那些全部是外國人的看法。如果你有

錢，也買下這一套。如果你買大陸版的，是否八千元？港幣八千元。你當小學教員，

一個月便能賺到港幣八千元。如果你買台灣版的，售價多少？台灣版的要價多少？二

千一百元。不對，陳文蘭知道，台灣版的要二千一百元，是不是？

同學：「我們那天買都要二千元。」

教授：「你買了不？」

同學：「買了給研究所。給了研究所。」

同學：「送了給研究所。」

教授：「你送了給研究所？」

同學：「她買了，送給研究所。」

教授：「你買了。」

同學：「大家同學買的。」

教授：「大家同學買來送給研究所。」

同學：「二千元。」

教授：「是的。你最好自己也買一套。我告訴你那些好的書，你要放在自己書房裏

面。」還要如何？你用幾種顏色的筆標示了它。你每看一段，那個綱目、標

題，你以紅筆來標示。你標了之後，你以後想找那一段資料，你便記得在那處

附近。每一段的標題用紅筆，不論大小標題通用紅筆。每一個標題裏面有一些

精釆的說話，或是重要的說話，你用那枝橙黃色或黃色的螢光筆用來標示它。

如果句語精釆而並非關重要的，你用那枝綠筆在下面標示。三色筆。你看我的

書，用三色筆標示。如此，你看過這套書，你一輩子都記得。所以你有錢便知

道，你去自己買。是的。如果是窮的，你都要買那套（《簡明大英百科全

書》），你想做學問工夫，不能省錢。買不買？

同學：「有一套更便宜，十本才六百多元。」

教授：「什麼？」

同學：「十本才六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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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有一套只得十本的嗎？啊！再簡明的，是不是？是否相同？」

同學：「可能不是。」

同學：「沒有看過內容，但他說差不多。」

教授：「再縮少一點。這些詳細的好，幾百元。你買台灣版二千多元，你六百元跟二

千多元差不了多少錢，不要買太小的。買吧。這套方法是不傳之秘。是的，看

起來好像不值錢，但做起來別人會以為你很淵博。」

這一段講了，是不是？（辰二）、釋句。何謂句？「云何為句？」何謂句呢？

「謂即於彼名聚集中，能隨宣說諸染、淨義，依持建立。」文字很繁瑣艱澀，因為他

直譯梵文。何謂句呢？「謂即於彼名聚集中」，很多個字；「名」即是字，這個

「名」字即是等於英文的word。很多個字之中，把很多個字來疊，疊作什麼？一個

主詞，一個動詞，一個賓詞，把它們排列。懂嗎？排列，你們讀過英文會知的。有

subject，有 predicate，又有 phrase等等，把它們排列。

在那堆名聚集之中，「能隨宣說」，能夠隨順著說出。說出什麼？「諸染、淨

義」。譬如佛經裏面有「諸行無常」、「諸法無我」，這些是淨的，是不是？「諸

行」，這個是主詞；「無常」，這個是謂（述）詞，即是 predicate。「諸法」，這

個是 subject，又是主詞；「無我」，這個是 predicate，又是謂語、敘述語，這些

都是用名聚集的。這些是淨的，有些是染的，有些是專講一些神怪的，那些是染污

的。不論是淨的、染污的，都是要聚合很多名來到解說的。「能隨宣說諸染、淨

義」，你想宣說諸染、淨的義，一定要有一些依據的。

是依據什麼呢？依靠名，把名聚成一堆便可以宣說了——「依」。「持」者要名

支持你的意義。「持」者即是什麼？這個「持」字即是拿著，是要讓名、句拿著你的

意義。譬如「諸行無常」，「諸行無常」的意義就被「諸」、「行」、「無」、

「常」四個字持著，令它不失。聽得明白不？「建立」即是施設，即是說。這便解釋

了「句」。何謂「文」？「文」即是字母。字母 ABCD 那些，梵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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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u、 e、 o。不是日文，日本只是學梵文。日本，你以為聽到

a、i、u、e、o、ka、ki、ku、ke、ko那些便是日本文，（其實）那些全部取自梵

文。因為當時日本派了幾個和尚來到中國學習，學梵文。回去把梵文的音配合日本音

來到講。

梵文的母音是什麼？ā梵文有兩個音，「啊啊」兩個。ī又是，「伊伊」。ū呢？

「u u」。e只有一個音，「e」。e、ai、o。au梵文這個字他沒有講，他算是篩減

了一些，用 a、i、u、e、o幾個字。他們學密宗，東密那些便會認識。那些什麼

ka、ki、ku、ke、ko；sa、si、su、se、so這些都是什麼？梵文的那些字母排列。

梵 文 的 字 母 是 ka 、 kha 、 ga 、 gha 、 aṅ ； ca 、 cha 、 ja 、 jha 、 ña ；

pa、pha、ba、bha、ma；da、ta、da、ta、na。然後日本人混合而變了什麼？da

di du de do這些。這些稱為「文」。

所謂文，「謂即彼二所依止字。」「彼二」，「二」是指什麼？能否看到文字？

「二」是指什麼？懂得嗎？「名」和「句」，是不是？沒有錯，「名」和「句」。

「名」和「句」所依靠的字母。（辰四）、釋別。何謂「別」？「云何於彼各別了

知？」我們如何對於那些名、句、文能夠各別地了解呢？答：「謂由各別所緣作

意。」「作意」即是留意；留意每一個字的意義便可以。「所緣」者我們所了解的

境，謂之所緣。（辰五）、釋總。「云何於彼總合了知？」「各別了知」並不足夠，

要「總合了知」才可以。「謂由總合所緣作意。」即是把那些名、句總合在一起，作

為一件東西地去了解。例如什麼？「各別了知」即是什麼？譬如你讀佛經，讀到「諸

行無常」、「諸法無我」，要逐個字了解。

何謂「諸」？「諸」者各各各別加起來；「行」即是有為法；「無」就是沒有；

「常」就是永恆；如此逐個字了解就謂之「各別了知」。明白不？何謂「總合了

知」？諸行，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的，這句話就稱為總合在一起，謂「總合了知」。

懂得解嗎？（卯四）、釋已總結。已經解了，名、句、文、別、總都解了。解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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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了，釋迦佛總結了。「如是一切總略為一，名為知法，」一句。「如是一切」，

上文所講的這些這些一切，名、句、文等。「總略為一」，我把它們一堆總括為一，

我們亦去了解它，這便謂之「知法」。懂得解不？「如是名為菩薩知法」，「如是」

即是這樣一來能夠這樣做，這便謂之那位菩薩能夠了解那些經的文句了；「法」即是

文句。

下面解釋何謂「知義」？這個「知義」是最重要的，幾乎是這一品的中心之一。

（寅二）、知義。分四點，即是分四段。分四段，每一段又如何？義有時可分為十

種，他依據十種來給你解釋何謂「知義」？義有時可分為六種，他就依據六種來給你

解釋。義有時可分為五種，他又依據分五種的辦法來給你解釋。他總共可以有四種不

同的講法，其實都是那一堆東西，是不是？好了，下面（卯一）、約十義以明知義。

「約」即是依據，你看佛經「約」字作「依」字解，依據。

把那些一切的義分為十種的那種辦法，約十義來到說明何謂知義？分為四段，四

小段，由（辰一）到（辰四）。（辰一）、標章舉數；「章」，舉出題子；「數」，

舉出數目。下面，「善男子！彼諸菩薩由十種相了知於義：」「善男子！」「彼諸菩

薩」即是那些學修止觀的菩薩。「由十種相（了知於義）」，依據十種不同的相狀的

義，來到了解這些義。懂嗎？那十種呢？（辰二）、依數列名。今日要寫黑板了，

（講義）不夠，我講得太快。多講些較好，是不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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