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縱使你是(修)禪宗的，都有這些境界。它不講給你知(道)這九個住心，(但)其實個

歷程都是一樣的。不(單)止佛教裡面各派(修定)的歷程都是這樣，就(算)是婆羅門教或

者其他那些如道教徒之類，(修定)過程都是一樣的。修觀就各宗各派不同，每一派都

不同。現在，各派之中，小乘我已經講過了，例如不淨觀那些(方法)。當你(修)觀的

時候，就(修)觀；(修)止的時候就(修)止。現在我要講大乘空宗的觀法。

當你修止成功了，你就應該進而修觀。如果修止都未成功，學一下修觀可不可以

呀？可以，那些叫做「隨順觀」，即是練習一下，這相當於什麼？軍隊不是(真正的)

去打仗，不是真正的出戰場打仗，而是在操場處練習， (像)這樣，就叫做「隨順

觀」。那麼說到這裡，修觀(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依義理而修(習)，完全是哲

學的。依義理而修(習)，不是依著老師教的方法去修(習)。第二種是依師授而修(習)，

依著老師教你怎樣觀，你就怎樣(去)觀，你不要理(會)這麼多，老師最上。老師告訴

你這樣的修(習方)法，你這樣(照著做)就行了，密宗就最多(用)這種方法。

老師教你，你這樣(照著)修(習)就自然可以(成功)了。老師是代表佛的。老師教

你，甚至幾乎錯(了)也可以。譬如老師教你，不用說什麼道理的，譬如老師教你一種

「火光三昧」，那麼(他)教你怎樣(做)呢？(他)教你坐著，觀想前面，或者觀想你的丹

田裡面，有一盆火，有個火盆，裡面那些火一閃一閃的，你就觀(想)，一直想著那些

火在閃動，一直閃、一直閃，這樣想著想著，你就入定了。

入了定，你自然會得到輕安；得到輕安之後呢，你就跟住那個火光，他教你這樣

的：那個火光在閃動，閃動的時候，那火光會變為一個日輪，(即)一個日光；或者變

成一個月輪。那個月輪裡面有一個佛坐著，那個佛 (會)放一些光明，照去東、南、

西、北，上、下，遍照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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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落十方所有世界處的一切眾生。一切眾生得到我的光的照耀，一切眾生都能夠

一切痛苦都沒有了。(當)一切痛苦都沒有之後，每個(眾生)都成佛，一直這樣想。因

為他(們)本來是佛，所以照(耀)他(們)，就每個都成佛；(他們)成佛之後，就放光(明)

照(耀)回來我這裡。這樣，自己的光就照向十方所有佛的光那裡；十方 (裡的)每一個

佛的光又照落自己這裡，好像重重無盡那樣。 (這樣)自己就住在這樣的一種境界裡

面。即是我舉其一端，例如這樣(的修觀)。

這些是老師教你，你這樣(照著去)修(習)就可以了，自然你就會成功的。漸漸地

你就會見道了。這種(方式)叫什麼呀？即是例如諸如此類，叫做「依師授」——依老

師傳給你的法，密宗最多(用)這種辦法。又有一些(觀法)，佛教徒很少用，道教徒(用

得)最多；密宗偶爾有用(觀法)。這(是)怎樣的呢？觀想自己的生命好像一團光明那

樣，或者(是)鮮紅色的，或者(是)白色的，各派不同，(位置)在丹田那裡。在那裡，那

個光明是自己，自己就在裡面，(即)自己的生命在(光明)裡面。它放光，照落十方世

界的諸佛那裡；每個佛就(會)放光照回你那裡，諸佛的光明集中在我這裡，於是我就

有無比的大力。於是，我的光明就可以這樣的：一直向上升，好像一個球形，自己在

裡面，一直向上升、一直向上升，升到 (頭)頂的時候，氣一谷，「出去！」這樣

(做)。

或者有些(人)還(會)喝一聲：「叱！」(隨著)這樣的聲(音)，他就走了出來。走出

來之後，可以到處走(動)，(如走)去十方，參拜十方的佛等等。(出)去了之後，他又會

走回來，(像)這樣之類。(這是)依著老師教的辦法，不過這些「依師授」的，有好多

(修)密宗那些(人)，一定要老師說給你聽(如此)這樣(地)做。最好(在)初學的時候，有

老師或者師兄弟在旁邊，這樣才能處理得好；不然，你說(走)出(頭)頂出神，這樣一

直(修習)「出！出！出！」萬一你(是)血壓高的(人)，血管爆了的時候，怎處理呀？即

刻給你找醫生救(治)才能夠處理啊，(所以要)有個人看著才行啊，對吧？你說：「你

2



這樣說，豈不是那些(修)法是有害？」

法(就)不一定有害，但最怕那種(修)法並不適宜你嘛，對吧？不適宜你，(對)你

(來說)就有害。(所以)那些修(法)，一定要有人保護著你，這樣來修(習)的。那些「依

師授」的(修法)一定要別人保護你。這些出神(的修法)是一種，還有些(修法)，如果是

修雙身(法)的，一定要老師教(才行)，你不要自己學修雙身法啊。修雙身法，就(有)兩

種。怎樣叫雙身法呀？一個男，一個女；自己觀想自己是一個金剛那樣，(即那些)明

王，好像很兇惡那樣。(另外，想)一個天女，

或者一個佛母，或者一個天女，從空中，虹光閃閃那樣飛過來；飛過來撲上你那

裡。這樣呢，兩個(人)直情在做愛、交合。這(雙身法)又有兩種，一種(是)用真人，即

是你在修(習時)你觀想那個對象是天女，或者什麼(佛母)；而她，(即)那個修(習的)又

觀想自己是天女，走過去你那裡，他兩個(人)就交合。老師(會)教你，你的動作應該

怎樣(做)，那個對象的動作應該怎樣(做)，他有一定的辦法，令到你不太會傷害(到)身

體。

那些是用真人修(習)的雙身法。(但要)切記切記，如果你想去(修習這方法)，你就

要找老師教你。你可以找喇嘛教你啊，最重要的是不要自己亂來。你說喇嘛不會教

你，(其實)香港都有個人懂得(教這方法)的，台灣(亦)有人懂得。(在)香港，你(可以)

找劉銳之，金剛乘學會的劉銳之，他不肯輕易教人的，但他會修(雙身法)的。我知道

他自己都(有)修雙身法的。

聽眾：修雙身法有什麼好(處)呀？

羅公：什麼？有什麼好(處)呀？

它(密宗)說(雙身法是)最高無上，它說那種特殊的快樂，(即)男女交歡那種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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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最快樂的時候，(會)忘記一切，那時候的境界，就是與諸佛的境界(互)相吻合。

是否是這樣呢？這方面我沒有經驗啊，你問他們(有修雙身法的)才行。你問那些(已

經)修(習)過的才行。在香港，最好你找劉銳之先生問一下。以前有個人又是這樣修

(習)的，叫吳潤光法師，有沒有人是他的弟子呀？座中有沒有吳潤光法師的弟子呀？

吳潤光已過身了。吳潤光修(雙身法)的，他對我講過：「我？我修。」這樣。

聽眾：……

羅公：他？他與誰人修(雙身法，這)我又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這種事啊。

聽眾：我不是問他與誰人修(雙身法)。

台灣有一位(法師)，袁世凱時代做過內務部長的屈映光法師，(即)屈文六。(他)做

過浙江省長，又做過袁世凱時代的內務部長，(叫)屈映光。他是喇嘛啊，不過他是中

國人，他有喇嘛的資格。他是修雙身法的。

但他很長命啊，他八十多、九十歲(時)都很精神。還有一個與他修雙身法的，那

個是誰呀？那個女人不是他太太啊，是李鴻章的孫(女)啊。李鴻章的孫(女)與屈文六

修雙身法的啊。他都認為(修雙身法並)不是壞蛋，他認為那些(修法)是正經的。男子

觀(想)自己是大智，女子觀(想)自己是大悲；大悲與大智，(互)相結合，就產生一切佛

法。是這樣(的)看(法)。

這種(方法)是一邊做(愛)一邊修觀的。不過呢，我就 或者你們會找到那些⋯⋯ (修)

雙身法的法本，(但)切不可自己學，如果要學，(去)找(一)些喇嘛教你，不然就害多利

少。這類雙身法，黃教喇嘛不用真人(來)修(習)的，是(用)觀想。觀想一個天女在光中

飛過來，實在是喇嘛他自己一個人坐著。

黃教喇嘛不用真的對象(來)修(習)的。但是白教、紅教那些(喇嘛)，就可以用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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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黃教不准(許)的。至於有沒有人用真人(來)修(習)就不知道，不過我看黃教密

宗的書，不許可用真人(來)修(習)。那些(修觀方法)一律都是(依)師授的。第二種(，

是)「依義理」而修(習)。依義理而修(習)是最好的。我現在(要)介紹的，就是依義理

而修(習)的。

普通(來說)，大乘空宗(的修)觀(方法)，普通就是這樣：觀空。所謂「空」，解釋

即是「無自性」，(指)「沒有它自己本身」，全部都由眾緣聚合而成。「眾緣」者，

即所謂「條件」。全部(存在的東西，都是)由各種條件配合而產生的。譬如這枝筆，

你可以由這枝筆開始(去)觀：這枝筆，是由什麼(條件聚合而成)？由塑膠；由筆的模

型——工廠的設計者創立的這個模型；以及，工廠裡將塑膠熔出來的那些機器、火

力；以及能夠製造出塑膠筆的這種文化等(等)，(即這些)直接(及)間接的條件。在這些

直接(及)間接的條件，好像一個無窮無盡的大網，而這枝筆不過是無盡無窮的大網中

的一點。

(若)離開那些條件，根本就沒有這枝筆存在。還有，如果條件變化，這枝筆馬上

就變。不(但筆)如此，(這)張檯亦然；人的身體亦然，(不論)自己的身體(或)他人的身

體，都是一樣的。這樣，(當)你最初(去作)觀(時)，就(著)每一種東西，一種一種的去

(觀)，假定一種東西拿來作觀。觀到純熟(時)，好快的，一觀就全部(東西)一起觀，整

個現象界的東西一起觀。(這樣)觀的時候，就叫做「觀」，對吧？(當)「觀」到極

點，就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空的！」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空的」。(當)觀

到(有這個結論：)「空的！」(之後)就不再(作)觀了。

「空的！」就保持一個「空的」、「一切現象都是空的」(的結論)。這樣呢，得

到這個判斷(時)，自己心悅誠服，(認為)確是如此的了，就停在這裡，不再(作)觀。那

時候就叫做「止」。「觀」完就「止」。(修)止，(要)看你「止」能夠(保持)多久，不

能夠(保持)「止」很久啊；(修)「觀」，你可以(觀)很久都可以，你(修)觀時一觀就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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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這樣一直(觀)想，心不會亂的，但(若)你修止，幾分鐘(心)就亂了。你說：「空

的！」這樣停下來不再(去)想，很難保持(止住)三分鐘的呀！

一分鐘都比較容易(做到)，兩分鐘已經(覺得困)難了，心不能散亂，(只是止住於)

「空的」、「全部東西都是空的」(這結論)。這就叫做「止」。「止」完之後心會亂

的，(當心)亂的時候，即刻馬上又再「觀」，照樣(去)修觀。

(當)觀到有個結論的時候，又(去修)止。(在修)止(時心)亂了的時候，又修觀。這

樣在我們的意識裡面，把這種觀的過程，以及它的結論，反覆出現、反覆出現；反覆

出現得多的時候，不用慢慢(地去)觀的，一坐下來就好像一幕一幕的，像看電影那

樣，那個理論一幕一幕的出現。你不用動腦筋的(，它)自然出現。漸漸地，當你坐下

來(修定)的時候，你(想)要觀的時候，一剎那就出現，不一會兒就出現了，即刻就可

以止(下來)。

這樣練習足夠的話，一坐下來(去)觀，「觀」同時就是「止」，那時候是即止即

觀，不用想的，就是觀了。「觀」自然就來；觀來的時候，同時你的心很恬靜的

「止」。這即是說，最初依義理修觀，或者修止；先修止可以，先修觀也可以。假定

先修觀，觀到(有)個結論之後就停下來，(這)就是「止」了。「止」得多久就多久。

(當)「止」到你的心不耐煩了，你又(修)觀，觀(完)又止，這就叫做什麼呀？「止觀互

用」，對吧？依次輪修止觀，(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即止即觀。止的時候就是觀；觀的時候就是止。當你的心止住，不太

有概念的，只是覺得現象界的東西(是)空的、不實在的，總是覺得這樣。那時候就叫

做「止觀雙運」了。我的書齋的名(稱)叫做「雙運堂」，我常常想修止觀雙運，但是

修(習)了幾十年到現在六十多歲都不成功，雙運都運不到。不行呀，我(做)不到呀。

輪流修止觀我就可以，止觀雙運的境地，我不行。我這裡不是有個「雙運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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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行。

聽眾：不是說修止觀雙運，修止與修觀有什麼分別？

羅公：你說：「我要修止觀雙運。」這樣不行，自然會修(到)止觀雙運的。

聽眾：但是不可以⋯⋯

羅公：不行。只是修止，或者修觀而已。

聽眾：譬如修到止觀雙運，之後可不可以再 ？⋯⋯

羅公：它是這樣的，當你修觀的時候，你個腦裡面，你的意識裡面的概念一直排列，

好像造文章那樣，那些概念一直在這樣的排列，那時候叫做「觀」。好像造文

章一定有個結論的，譬如你的結論是觀到一切現象界什麼都是空的，到那時

候，你(認為)確是「空的！」你自己確(實)認為是如此了，這樣，那時候就停

止了(觀)，觀到頂點就是到這裡了，那時候你不再想東西，那時候就是「止」

了。

聽眾：可不可以停在「止」那裡呀？

羅公：那時候就是「止」了。但是有一件事，你「止」完之後，心就(會)亂了，對

吧？你就要修觀來補救它；(當)修觀(時)觀到有一個結論(時)，又「止」下來；

但是當你「止」的時候，心不亂；心不亂的時候，你在心不亂的情形之後修

觀，那個不是止觀雙運啊，那是在「止」裡面修「觀」而已。

因為為什麼？你還要很吃力將一些概念來排列，你要好像作文章那樣動腦筋將概

念來排列的話，那些你只可以(算是)在「止」裡面修「觀」，(但)就算不上(是)止觀雙

運。止觀雙運，(是)好像不用排列那樣，即是不用依著邏輯排列下去，簡直覺得好像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把水)呷下去，暖的就是暖的，冷的就時冷的，即是完全

是直觀的。那時候止觀雙運(就)是如此，好像是直覺的。那麼這種直覺的直觀，完全

是平時修止與修觀練習得純熟得來的。

舉個例子，譬如有人想修(習)，譬如修空觀。譬如我現在坐著，(開始)修(習)。坐

7



在這裡，可以先用「觀」，也可以先(用)「止」。譬如現在我修觀，譬如我坐在這

裡。修觀之前，一定要懂(得)經教的啊，你一定要讀過佛經的。第一，你要讀過佛

經，不讀過佛經的話你怎樣去修觀呢？對吧？第二，你對它所說的某一種理論，你用

來修觀的那種(理論)，你一定(要)認同的啊，你不認同的話，你怎能夠依著它來修觀

呢？勉強去逼你又不行的，你對於它那個理論，我確是認同了，然後依著它的理論的

步驟去觀。

譬如我修空觀，我已經認同這個「空」這種見解了，這樣我現在(可以)修觀了。

我坐在這裡修(習)。我自己覺得，我有一個「自己」在這裡，這個自己是不是實有的

呢？姑且不論。我這個「自己」，我這個「我」，是什麼造成的呢？如果依著佛家的

(道理)——你可以變通的啊——(若)依著佛家的話，那個「我」，不外是五蘊，(即)

五堆東西造成的。

第一，是色蘊，就是一堆物質。這堆物質是什麼呢？眼、耳、鼻、舌、身——五

根。所謂有知覺的什麼(東西)，完全(依)靠五種條件，然後(才)有知覺的。(若)沒有了

眼、耳、鼻、舌、身，這五種感官作(為)條件，我們就烏暗暗的，什麼都不知道。然

則，所謂我能夠(認)知東西，實在完全是「我」這個條件造成的。

我有了五根，還要有東西給我看到。譬如我看到人，都要有個人給我看才可以

啊。我們所看到的是什麼？色、聲、香、味、觸，(這)五種境。有五根、五境。這樣

完全都是條件式的，(互相)配合的，(當中)並無自性，沒有一個獨立、永恆的自己。

「自性」者，(指)獨立而又永恆的自己，叫做「自性」，(它是)沒有的，這樣(想)。

然則，五根、五境是有吧？五根(與)五境，有又可(以)，沒有又可(以)，總之在目

前階段，先當它是有。它是條件之一。而五根(與)五境本身，亦是無自性的。所謂眼

根，是什麼東西呀？是那些極微而已，即是現在所謂電子、質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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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器官都是電子、質子的集團而已，哪裡有個獨立的，叫做什麼器官呢？

而且，你以 我隻眼是獨立有自性的嗎？我隻眼不是獨立有自性的啊。如果我餓了兩爲

天，眼曚曚的看東西都看不見啊，(這)即是說要(依)靠營養，對吧？如果你弄傷了我

的眼，(受)傷了，都是看不見啊。即是我的眼根之所以成為眼根，是要有很多條件助

成才行，缺(少)一種(條件)就沒有(看見的功能)了。

然則，所謂「眼根」者，亦是條件構成的，並沒有它自己獨立而又永恆的自己，

(即是)「無自性」。如此類推，眼根如此，眼、耳、鼻、舌、身，都是如此。同一樣

道理，五根如此，色、聲、香、味，觸，亦是如此。然則，所謂造成我的，造成我本

人的這個東西，(即)這個有生命的東西，第一部分就是一大堆的條件，離開這一大堆

條件，根本就沒有我這個生命體。因此我們的生命體是無自性，無自性叫做「空」；

「空」是無自性，這樣解(釋)的，不是說(「空」)等於 zero啊。

除了物質(這)一堆(條件)之外，第二堆條件，是精神的條件：「受」，(指)苦、樂

的感覺。因為有了物質的條件，於是我們(會生)起苦樂的感覺。我們覺得有個「我」

者，因 我覺得苦，覺得樂而已，如果我們根本不覺得苦，不覺得樂，我怎麼知爲 (道)

有個「我」？因為有苦、樂的感覺的作用，所以認為是有「我」。其實這種苦樂的感

覺的作用，(若)離開那些條件，根本就不能(生)起的，所以它無獨立性。因此，所謂

「我」者，說：「我會感覺苦，我會感覺樂」，這些都是條件的造成，不是本然如此

的，這更加證明(了這)個「我」是空。(這是)「受」。

「想」，我們有很多觀念，很多印象在外面(得到)，所謂印象，如果沒有外界，

根本我們就無可能有印象；就(是)因為有外界的東西，令到我們有很多印象。(當)有

了印象，我們自己內心裡面有一種作用，會構成概念，一堆二堆(的)概念。人們說：

「我會思想！」其實，所謂「思想」者，是一大堆概念的排列。好像依著一種約定俗

成的語言關係來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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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我們(使用的)中文及英文，都是主詞在先，動詞在後，這樣地排列。有些別

的國家(的語言)，動詞在先，主詞在後，都一樣是有(這樣的情況)。我們不過是約定

俗成來排列。

所謂思想，不過是語言的排列而已，就是概念的排列而已。一個一個概念的排

列，有什麼所謂「我」的、獨立的會(思)想(的)東西？(這)簡直好像(與)電腦差不多一

樣。(這樣想的話，)更加助成(這)個「我」是沒有的、是空的、無自性的。

(這就是)「色」、「受」、「想」；以及其他一切，我們會貪呀，又會憤怒呀，

(像)這些本能，如此類推，這些同樣都是條件的存在，不是本然的存在。

這樣(想，)又助成「我」是空的。除此之外，我們有幾個認識的主體：眼識是視

覺，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有這)五種感覺。除了五種感覺之外，還有意識會思

維，會把(那)些概念來排列。這樣一大堆(條件)。所謂「我」者，你說哪方面是

「我」呢？根本那個「我」(是)找不到的。這樣想之後，然後(作出)決定。我們有的

那個是什麼呀？條件配合而形成的生命假體。

這個生命體，不是說它沒有，不過你說它是那個永恆而獨立的「我」，(這)就不

存在的，所以(這)個「我」是空的。(想)到這裡，「(這)個「我」是空的！」(這是)一

個階段。這個時候你可以修一會兒「止」。修一會兒「止」之後，(這)個我是空的。

漸漸地，初學的話到這階段就可以了，如果你學得(很)多次(了)，這樣的話，修(習)到

這裡，你就修一會兒「止」；修一會兒「止」之後呢，又再 (修)「觀」了。(這時候

的)「觀」不用照著剛才一樣，(可以)推進一步。即是這樣把自己觀(想純)熟了之後，

再去觀(想)別人：我(是)如此，我的太太亦是如此；我的媽媽都是如此；我的爸爸亦

是如此；我的兒子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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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其他的人都是一樣，都是空的。然則，我亦空，他人亦空，所有一切眾生

都是無自性，都是空的。想到這裡，又停下來，這樣又進一步。一直進展，就是什

麼？再進一步，我是有生命的，我的眷屬固然是空，整個地球，整個物質世界都是如

此，都是空的。(這樣)一直擴展，到最後那個「空」都是一個概念而已，這個概念亦

是條件造成的，亦是空的。(那時候)都無可說，都無可想，總之觀到那裡，(是)語言

所不能及。語言就是概念，而概念亦是條件造成。

概念亦是空的。說「概念是空的」，這(是一)句說話，對吧？「所有概念都是空

的」，說概念都是空的不又就是幾個概念的排列？「概念」「亦是」「空的」，(是)

三個概念(的)排列。這樣我們知道(這是)三個概念的排列，這個時候，我們知道概念

的排列都是空的，(這)有一個智慧知(道)。這個智慧亦是條件的存在，又是空的。

我說出來的「條件的存在」這句話又是空的。到最後，凡可說者，都把它「空」

掉。凡有所說的，皆是虛妄。這就(進)入了一種什麼(境界)呀？不可說的境界，把所

有概念全部踢走。練習久了的話，會有一天你的所有概念全部沉沒，那時候，(會)覺

得怎樣呀？那時候的境界很難說了，我未試過啊，不過(依)照那些大德是這樣說的：

好像一碧無雲、一碧晴天那樣，一點兒雲都沒有，那時候(像)這樣的狀態。他說這是

什麼？那時候，就是你見道。

那時候你全部概念也沒有，(但)那時候不是(什麼都)沒有，那時候是有的。那時

候的有，是什麼(東西)？那個就是你自己的本來，本來的你自己；亦即是宇宙的本

體，那個即是真如。禪宗說那個叫「本源佛性」，這個(境界)。那個就是(叫)「真如

佛性」。

(這是)非語言所能表達的，亦非概念所能夠把捉到的，是要把所有語言、所有概

念全部踢走(排除)，不斷踢走、不斷踢走；(若)這樣做，總是有一日會達到這樣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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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知(道)幾時(會達到)，一年又好，兩年又好，不知(道要到)幾時，總之有一天你

會達到：全部的概念沉沒，而你當下有一種不可說的境界，那種境界超過時間、超過

空間，不是無。你說「無」又不可以，(因為你說)無，就有一個「無」的概念；你說

「有」，亦不對；你說「非有非無」都不對。那時候是全部概念都沒有，(是)超過語

言文字的境界，那時候就(是)「見道」。禪宗的人叫(這境界)做什麼呀？本地風光。

「本地風光」者，(指)本來(是)你鄉下的風光，你現在還鄉了，(是指)見道。

(這就是)本地風光(的意思)了。又說這是你的「本來面目」；又說這是你的「本

源佛性」。《維摩經》說這是「不二法門」。這個(境界)叫做「不二法門」。唯識宗

的人就叫這個做「真如」。

《金剛經》裡面說這個就是「如來」，這個是真(正)的佛，這個是如來的法身。

有顏色(可見)的都不是如來的法身，現在觀空所見到的那種本地風光的情形，那個就

是真(正)的佛了。這樣呢，那時候就全部概念、語言都沉沒。禪宗的人，最有趣的就

用(了)這兩句來描寫它，叫做什麼呀？「大地平沉」。所謂「大地平沉」者，不是 (指

那塊)地真的沉了啊，而是(指)所有概念全部沉沒那時的狀態。又叫做「虛空粉碎」，

為什麼呢？

「虛空」是用來代表什麼呀？代表「空、空、空」，(最後就)連「空」的概念都

粉碎了，(就是)「虛空粉碎」。或者到了那時候，(即)見道的時候，就(是)「虛空粉

碎，大地平沉」了。有人用這八個字(來形容見道)。

又有人用四個字(來形容)，叫做「打破漆桶」，即是(指)我們時常被那些概念、

觀念包圍著我，就好像一個漆桶，(我們)走入了漆桶裡面，到時候就整個 那個叫⋯⋯

做什麼呀？有一晚，我與月溪法師談話，他說到「打破漆桶」，不知說得多生動而詼

諧！他說「啪！」一聲那樣就打破漆桶，(漆桶)就破了。其實不是「啪！」一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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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說得生動詼諧而已。這樣呢，那時候就是見道；這個就是修止觀的效果。那麼

空觀，由自己(做)起點可以，由他人(做)起點又可以。

(先)「我(是)空的」，(然後)「他(是)空的、他(是)空的、他(是)空的」，(最後)

「一切眾生都(是)空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空的」。(即是)依著(這)個理

論，一直這樣推(展出)去。最初是很費事的啊，好繁瑣、好費事，但你們(這樣)觀下

去的話，(當)你(純)熟了，就不用怎樣(用力去想)的嘛，一坐下就「空的！我自己(是)

空的」，怎用(去)想那麼多呢！那時候都覺得(一定是)空的了，不用(再怎樣去)想的

嘛。這個就是修空觀。修空觀，是一個辦法。

羅公：時間到了嗎？

聽眾：未(到)。

不過(若)你(想)修空觀的話，一定(要)先有了(這兩種條件：透過)讀經你了解它，

(所以)第一要了解它(的道理)；第二，你要向它相關的道理認同。(以)這做基礎，然後

你修(觀)才有(作)用啊。所以有些人說：「不用讀經的。」那些是騙人的，他這類

人，這一世都不用見道。怎會不用讀經的呀？那麼第二種(修觀的方法)——我隨便舉

幾種例(子)，舉三種做例(子)——觀：「一切法根本就沒有出現！」我們覺得有山河

大地，日月星辰者，完全是我們的錯覺。好像我們眼有病，見到空中有花一樣，(但)

根本空中沒有花，(是)你隻眼痛、你隻眼有問題，才見到(空中有花)而已。(世間)一切

事事物物，根本就沒有出現到！我見到成個歐陽寶都(坐)在這裡，(但)根本就沒有歐

陽寶都出現到，是我的錯覺而已。不過這種觀法，很有限度的，要坐下來(修習)才可

以。

你說沒有出現嘛，譬如你(跟著這觀法)去修(習)。沒有出現吧？我拿個打火機出

來(問你：)「有沒有出現？」(你答：)「沒有呀。」沒有出現？我(就用)打火機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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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哎呀，痛呀！」沒有呀，沒有出現呀(，不是嗎？)(若遇到這些人)，你就很

難(去)對付他了，對吧？那些說空觀的(人)，最怕遇著這類人。不過，學唯識那些(人)

就不怕你這類刁難的。他說得明白，(若)你(用)打火機貼過來，我是(會)痛的。它(唯

識)說一切法都有生有滅，它不說「不生」的。

它(唯識所說的)那個本體才是「不生」，(在)現象界裡面，(現象)經常生生滅滅，

怎會「不生」？這個(是)唯識宗的說法，與空宗不同。(若是)空宗(的話)，你現拿著的

這東西，根本都是「不生」的！當下是「不生」的。空宗就是這樣(認為)。唯識宗就

不是(這樣理解)，(認為)每種東西都有生有滅，只有(當)你(體)證真如的時候，那(個)

真如才是不生不滅而已。唯識宗是這樣說的。(兩宗說法)不同。

所以呢，(當)你拿打火機去燒他，你燒那些講空宗的人可以，(但當)你燒那些講

唯識宗的人，他會說：「你現在發瘋了呀？」，(這是)不可以的。有兩件笑話，以前

中日戰爭的時候，日本人經常派飛機來空襲，(當時)我在廣州。有一日，我在廣州一

間叫做藥師庵(的地方)與一位法師(傾談)，那位法師叫做遠參和尚，很有名的那位和

尚，我與他傾談，忽然間，「嗚——嗚——」那些警報(響起)，那個航空哨就報告

了。 ，⋯⋯ (當)大家一邊沖著龍井茶喝，一邊傾談得很暢快的時候，他說：「喂！快

些(走)，這裡去防空洞很遠的，走吧！走吧！」我說：「你經常講『空』的，你都

(害)怕？」他說：「先不要講這些！先走吧！」遠參法師這樣說呀。(像)這樣之類。

我(只)講(這)一件笑話，(我)很低調，我沒有(向其他人)講了。那麼，「一切法都

不生」，既然那東西(是)不生，(那)就根本沒有這東西出現了；(若)沒有這東西出現，

但你卻執(著)它是有？(這)就荒謬了。(這是)「一切法不生」。

那麼怎樣(是)「生」呢？普通(來說，)是這樣的：他(空宗的人)說，(關於)「生」

的概念，譬如你說：「這夥禾會生呀，現在生了。」那個「生」(是什麼)？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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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者，不外三個情況，離開(這)三個情況，沒有「生」這個概念存在的。第一，

已經生，即是生了；第二，還未生；第三，現在正在生。不外(這)三個情況而已。

(在)這三個情況之外，就沒有(「生」)這回事。

譬如你說，「食」(這概念)，(都)不外(這)三個情況：已經食；還未食；正在食。

對吧？都不外這三種(情況)。「生」也是一樣，它(空宗)說，已經生的(東西)，不會

生；因為它已經生了，還有什麼生呢？沒有生了，你說它已經生了嘛，它(那東西)已

經在這裡了嘛，(所以)沒有生呀。如果那東西還未生呢？(既然)它都未生，怎樣生

呢？未生怎會是生？未生就是未生，怎會是生呢？(所以，)已生者不生；未生者又不

生。

正(在)生(又怎樣)呢？它(空宗)說什麼叫做「正(在)生(的)時(候)」呀？時間(是)閃

一閃就過(去)了，你怎樣把捉(那)個正生的時候呀？其實所謂「正生時」，就(是)半已

生、半未生，這樣(來)解(釋)而已。其實(它的理論)都不是很穩(妥)的。所謂正生的時

候，不外是半已生、半未生，因為時間的原子很微細，不可再分(割)的，(所以)不是

已生，就是未生，如果你說正在生的時候，(時間)一剎那閃過，即是在中間，一半是

已生，一半是未生而已，(所以)正生就是半已生、半未生。半已生、半未生，都是不

生。為什麼呀？因為已生不生嘛。

一個零是零，半個零不又一樣是零！未生者不生，未生的那個生是零嘛，那麼你

(說的)半個零不又是零！半個零加(上)半個零都是零。(所以)一樣是不生。所以呢，

(若)說東西會生，是一個妄見，好像等於你隻眼有病，看見空中有花；(也)等於你神

經衰弱，看見那裡有鬼一樣，根本就沒有的。這樣(去)觀「一切法本來不生」，我亦

不生，他亦不生、他亦不生，地球亦不生，太陽系亦不生，總之(凡是)有的都不生、

不生，不生，這樣(觀)。這樣觀得(夠)多(的話)，反覆鑽研，自然(地)你(就)會(不論)見

到什麼都是不生的：「不生的 本來就不生的 」，會這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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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這種)觀裡面，又會(進)入到止觀雙運，又會見道的啊。有些人用這三個方

法觀不生。第二種呢，就這樣(修)觀。第二種(觀法，)是(在)一本(書叫)《中論》裡

面，(它)一開首就教人這樣觀，它說怎樣(觀)呢？譬如這樣，譬如你說這粒穀⋯⋯

(不，應該是)這夥禾是「生」。它說凡事都是(有)兩面的，你的智慧不夠，覺得這夥

禾是生，(但)那夥禾根本就沒有生。為什麼呀？那夥禾是什麼 (來的)？由穀變成的

嘛，這夥禾是那粒穀的延續而已，從無而有就叫做「生」，(但)這夥禾是那粒穀的延

續，你幾時(看)見它「生」呀？

大禾者，就(是)細禾的延續；細禾者，就(是)芽的延續；芽者，就(是)那粒穀爆

(開)出來變出芽的延續；那些芽是那粒穀的延續，(這樣)一直追(溯)上去，那夥禾不就

即是那粒穀！根本就沒有「生」。那(麼)那粒穀有「生」吧？那粒穀以前不又就是

禾！(所以穀)又(是)沒有「生」。那夥禾又怎樣？

(這樣)一直數上去，最原始的物種，都有(它的來源)的，不會是沒有的啊，沒有

的話怎樣生呢？這樣(想)，根本萬物就沒有「生」。你說有「生」，是片面的。亦可

以這樣(想)：如果你說萬物都有「生」，同時你要承認萬物都要有「滅」才可以。每

種事物都是正在滅(去)的，時時在生(起)，時時在滅(去)。因為第一種現象的結束，就

是跟著後一種現象的開始，哪裡有絕對的「生」？哪裡有絕對的「滅」？所謂「生」

不是絕對，「滅」又不是絕對。

即是說，「生」是有「滅」；「滅」又是有「生」的啊；哪裡有純粹的「生」？

哪裡有純粹的「滅」？沒有的！如果沒有的話，世界上都沒有純粹的「生」，即是話

你這個「生」的概念根本就(是)荒謬的，是執著來的。所以，宇宙萬物都「不生」，

就這樣去觀。不過這種觀(法)，有很多人不是太滿意它這種觀法。西藏的喇嘛修空觀

——最注重修空觀的是西藏人——都是用：已生者不生、未生者不生、正生者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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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多數會(這樣)觀。

聽眾：讓人發問吧，還有 10分鐘(就下課)。

羅公：這樣(關於)空觀呢，我還有一件事情要說。說(到)觀「不生」 還剩⋯⋯ (下)多少

時間呀？

聽眾：15分鐘左右。

羅公：(還有)15分鐘，(讓我)把這事情說完。

即是(說，)這是「不生」的進一步的觀法。即是用五個層次去觀。你只是用

「生」字就可以了，不過我把「滅」字也寫出來罷了。這個(是)中國人發明的(觀

法)，三論宗的人將「不生」的觀(法)，分做五個層次來觀。第一句：「生滅」。每種

東西都有生有滅，人有生有滅，(這)張檯又生有滅，地球亦有生有滅，什麼都有生有

滅，現象界每種東西都有生有滅，這就(是)「生滅」。(當)你觀的時候，(觀)每種東西

都有生有滅的，是無常的——有生有滅即是無常。那麼有生有滅是否最高的道理呢？

不是。有生有滅，是片面的，是世俗諦而已，(這叫)「單俗」，(是)片面的，完全是

世俗諦。

他說真理是兩方面，一方面叫做俗諦，即是世俗常識的看法，叫做「俗諦」；

(另)一方面是真諦，用我們深入的智慧去洞察到的，叫做「真諦」。那些以為萬物都

有生有滅的，只是看到萬物生滅，是片面的，偏於世俗常識方面，(這)叫做「單

俗」。又有一些人，進步一些，知道萬物都是不生不滅，這就偏於空了，(偏於)不生

不滅。(對於)這些人，你以為他很棒嗎？都是片面的，(這叫)「單真」。(若)進一步

(看)，兩個都是「死牛一面頸」(固執)的，都是片面的。

即是我們思想發展的層次，第一層，有生有滅；再高一層，不生不滅。(這)好像

辯證法，一正、一反、一合；一正、一反、一合，(像)這樣。(它)即是用辯證法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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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將我們的思想推上上面。然則，生滅，是世俗之見；不生不滅，就是真理。(先)

這樣(了解)吧。

但是事實上我們確是打開眼見到這個世界上的東西是有生有滅的啊，不能夠 (認

為)我說真理的(其他一切現象)都撇除不理。即是等於用打火機(的火)貼上你(身)的時

候，你都不覺痛(的話，)你就真是不生不滅，但事實上你(會)「哎呀！哎呀！」的叫

啊，那怎樣(辦)呀？這樣就(得承認)有呀，生滅是有的，不過是假的，是假相來的。

(這就叫)「假生假滅」，(這)叫做「俗諦的中道」。為什麼說它是俗諦呀？(它)還承認

有生有滅，都是世俗之見，所以叫俗諦；但是他說它是假的啊，他不認為他是實(在)

的生滅，(這是)高出一層，略為合於中道。中道是中道了，(但)就偏於世俗，這叫做

「俗諦的中道」——假生假滅。假生假滅是一正、一反、一合。生滅是低級，不生不

滅(較)高(級)，但都是片面的，有生有滅，但是假的，(這)比較(合乎)中道了。

假生假滅算是最高(級)了嗎？未(算)！假生假滅，(指)生滅是假，(但)你執著、停

留在假生假滅都不是辦法的。既然假生假滅(的)生滅是假，建立一個不生不滅的假不

生不滅，又可不可以呢？對吧？於是，再推上一層，假的不生不滅。那麼這個叫做什

麼？「真諦的中道」。(這)「中道」都是中道，因為它是假的嘛，但是仍然偏於不生

不滅，偏於真諦，(這)「真諦的中道」，都是偏。這兩個(「單俗」及「單真」)簡直

不可取；這兩個(「假生假滅」及「假不生不滅」)，所謂「擔板漢」。那些人擔著床

板時，看到這邊，但看不到那邊，這個看到真——不生不滅，那個就看到生滅。其實

都是事物的兩面。這個是「單俗」，這個是「單真」。

那個假生假滅，看到一些(那邊)；那個假不生不滅，看到一些這邊，都看不到全

(部)。最高(級)是什麼呀？非生滅、非不生滅。把真、假與生、滅(或)不生(等概念)全

部揚棄掉，非生滅、非(不)生滅，入了那種境界裡面，離開語言文字，這個就是《維

摩經》裡面「不二法門」的境界了；亦即是六祖(慧能所講的)那個什麼呀？「菩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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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樹，明鏡亦非台」那個境界了。這樣呢，這個就叫做什麼？

二諦平等的中道，真諦、俗諦，二諦合明。他(的)意思即是，同時了解真諦(與)

俗諦的中道。佛教真正的中道是這樣的中道。如果偏於「真」，(會)過於出世；偏於

「俗」，就過於入世。出世而入世，入世而出世，這樣(就是)二諦平等的中道。那些

就叫做最高(級)的中道：進入到去(這種境界)——非生滅、非不生滅。一直這樣觀下

去的時候，就是觀了，一直想就是觀了；(當)想到非生滅、非不生滅這種境界的時

候，就(修)止。(修)止(修)到你的心亂了，又來觀(想)。

聽眾：時間到了。

羅公：(是)你拿給我的嗎？

聽眾：不是，(是)阿都。

羅公：阿都在哪裡呀？

聽眾：是阿都拿吧 不知道，有人拿了出來。⋯⋯

大乘在印度有三宗：空宗，有宗，密宗。談義理的只有兩宗，談修持方法的就

(有)三宗。空宗的修止與修觀的方法，就已經說過了。現在我說大乘有宗——唯識

宗。(關於)大乘有宗(的)修止，與空宗相同；小乘、大乘都相同，修止是相同的，大

抵不出九次第心：內住、等住、安住、近住；調順、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等

持——平等持心。修止，不外這九個階段而已。問題(是，各宗)不同的是修觀。

空宗的修觀是很清爽俐落的，一級一級的揚棄前面那些；(而)大乘有宗——唯識

宗，怎樣去修觀呢？普通(來說)，(在)唐朝的一位唯識學者，叫做窺基，作了一篇文

章叫做《唯識章》，現在在(大)藏經裡面是有(收錄)這篇文章的。它裡面教人修唯識

觀，分做五重。(在)未談到五重唯識觀之前，我再複述一下，所謂各種觀法，不外是

什麼呀？將你所學到的理論，你認為對的理論，在你的意識裡，重複出現；(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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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出現、重複出現，(若)重複出現得多，你就自然覺得好像身歷其境。

當你覺得身歷其境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進)入了那種境界。即是好像禪宗的六

祖所說的這句說話：「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冷得怎樣，暖得怎樣，你自然(會)

知。(若在)你的意識裡多次出現，自然你就會(變得)很透徹的。他(窺基)教你修唯識

觀，分做五重。(是)怎樣的五重呢？

第一重，叫做「遣虛存實」。不論你是修空宗的空觀，或修有宗的唯識觀，你一

定先要把它們的書讀透，即係對它的理論，你(要)先認同，在你未修觀之前，你必須

學習它那個唯識的理論。(當)你學了那理論之後，你確實認為它是對的；如果(你)覺

得(那理論)不對的時候，你(是)不能修觀的，(那時候)你(就)不要修觀，你找一些你認

為對的(理論)去修。一定(是要)你先認同它：「對的，我同意它。」然後就將它(的)理

論，在意識裡重複出現。那麼，平日你坐在那裡叼著煙，(理論在意識裡)重複出現都

可以吧？不可以的。為什麼呢？

(當)你叼著煙(，理論在意識裡)重複出現的時候，你的思想一團一團的(有)很多東

西好像閃過那樣。只有(當)你修定——修止(的那)九次第心修成功了——那個心非常

之冷靜，然後那時候將你(修觀時用的)那套理論(令它在意識裡)出現，(去)想一下它。

想得夠多的話，(就)不用(刻意去)想的，(當)到你(的心)很寧靜的時候，好像覺得：

「就是這樣了。」那時候，在初禪，即是輕安(生)起了之後，覺得很舒服，確是如此

的，這樣(去)修觀。(在)初禪，你還有很多概念，你不能見道。

再在第二禪(裡)，又覺得很舒服，再修觀，(但)都不會見道的。即是(說，)所謂

「見道」者，即是能夠把捉到它這套理論所說的你的生命本體及宇宙本體。(在二禪

也是)把捉不到的。到第三禪了，都把捉不到的，(雖然那)個境界深很多了，(但都)把

捉不到的。到第四禪的時候，你就用這個唯識觀，如果修有宗的(方法)就用唯識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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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修空宗的，就用它那套什麼(理論)呀？五句三中，或者空觀那些(觀法)，在第四

禪裡面(去觀)。(當)觀到最後，把所有的概念，「遣」，即是(指)送走它，不要(它)。

這個「遣」字即是(指)揚棄了它，不要(它)、不要(它)。

五重唯識觀(只是)分五個層次來揚棄而已。揚棄到最後，把所有概念都揚棄掉的

時候，頓時好像沒有概念。凡有概念活動，一定要(透過)什麼？凡是我們有思想活

動，一定要透過什麼？時間，空間，(即)時間的範疇，(在)我們的思想裏裡有時間的

範疇，有空間的範疇，有性質的範疇，有分量的範疇。當你修到第四禪，一直修觀，

那個觀法，在第四禪裡面一直「遣」、一直揚棄，揚棄到最後，把時間的範疇、空間

的範圍、性質的範圍、分量的範籌，全部揚棄掉之後，頓時(進)入了這樣的一種境

界：是超過時間、超過空間、超過所謂性質、超過所謂分量。

前面不是沒有東西，但不是一個影子、不是一個 image，沒有 image，簡直是

一種前所未出現過的一種很超越的本能，(它)出現的時候，(能夠)直接把捉我們的生

命的本質。那時候，(是)沒有概念的，這即是見道。它(五重唯識觀)即是分五個層次

讓你練習而已。這五個層次，如果你是聰明的人，只是要最後那個層次就可以。前面

那幾個層次，你不經(歷)都可以的。不過，它(五重唯識觀)這些(是)為你(可以)逐級逐

級上而說，它分做五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叫做「遣虛存實」。「虛」者，(指)「沒有的」，「虛無的」。

這個所謂虛無，是相對的虛無，即是相對的來說。「簡直世界上都沒有這類東西

的」，(這是)「虛」(的意思)。把那些虛的東西揚棄掉，你認為實(在)的、真正有的

(東西)，保存它，在你的思想裡面。揚棄了假的東西，保存著實(在)的東西，這樣的

假(與)實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那麼，那些(東西)叫做「虛」呢？「法」是(指)事物；「我」是(指)自己。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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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沒有實在的我，沒有永恆不變的實(在)的我。所謂「我」，是各種緣，各種條件

(的 )配合而覺得有而已。這個「我」，不過是一個假體， (即 )是什麼呀？所謂

「我」，實在是一個生命體；而我的生命體是多種因素，多種條件湊合而成的，並不

是絕對一個不可分割的東西，亦更加不會是永恆存在的東西。這樣，如果你執著

「我」是永恆的，是不可分割的，這樣的話，這個實(在)的「我」是沒有的。

當然你先要(弄)通它那套理論，(知道)那個實我是沒有的。那麼，將實我的執著

揚棄了，(知道)是沒有的。實(在)的法，「法」即是事物，一般人以為，離開我們的

認識，離開我們的知識，離開我們的認識力，是有一個客體的事物在這裡，它說這個

離開我們的認識力的客體事物，是不存在的，沒有的。

它不是說事物不存在啊，不過它說離開我們的知識而存在的東西，它說沒有。不

離(開)我們的知識而存在的(東西)是有的啊，它(這樣)認為。那些實(在)的法，離開我

們的知識而說(它)獨立存在的東西，即是離開我們的知識而獨立存在的世界，它(唯識

宗)否定它，(認為)沒有的！把它揚棄：「實(在)的我(與)實(在)的法，沒有的！」這樣

就在(禪)定裡面(想：)「沒有的！實(在)的我沒有的！實(在)的法沒有的！沒有的！沒

有的！ 」假使⋯⋯ (當)你懷疑時，(就)把你所認同的那套理論，再覆現一下。到了決

定認為「沒有的！」的時候，當你想的時候，為什麼沒有呢？

那時候就叫做「觀」了。即是將那套理論來重現的時候就叫做「觀」。觀到得到

一個結論，(認為：)「是的！確是沒有的！」當(這)個結論產生了之後，不再想，那

時候就「止」了。這樣，多次(的)觀(完)又止，止(完)又觀；觀(完)又止，止(完)又

觀。大概你坐著(修習)時，修止的時間多，修觀的時間很少而已。譬如你(靜)坐一小

時，如果你的學理是通透的，沒有什麼懷疑的話，你(修)觀的時間最多都是五分鐘，

甚至到三數分鐘而已。

其餘的時間，都是(修)止的時間多。不過你不要以為修觀辛苦啊，要想那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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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修止就舒服啊。不是的，修止很難的。當你修止的時候，很多雜念(生)起的；修

觀的時候反而沒有太多雜念，為什麼呀？(因為)你有一套邏輯規定著它嘛，對吧？你

有一套思想，有(一)個軌跡可尋，它不會怎樣亂的。(修)止就不能止很久，不夠一分

鐘(，心)又亂，不夠一分鐘(心)又亂，你最初(會這樣)啊。

當你是老手，修得很好的時候，都是什麼(情況)呀？四、五分鐘，又亂了。這樣

修(習)得多的時候，(在)你(修)觀的時候，好像不用努力的，好像電影自然現出來，那

套理論(的)概念一列一列的排列；排列到最後，(那)個結論就出現；(當)結論出現，你

就自然不再去想，自然停了下來；保持(這)個結論，不再去想。這樣漸漸地，當你一

坐下來(修定)，好像「沙」一聲的，那理論好像影子那樣過(去)，就有個結論出現；

這時候，就是止觀雙運了。

每次修定都止觀雙運，漸漸地，你就把那些概念全部揚棄。當有概念來，把它全

部揚棄掉；當(又)有概念來，(又)把它全部揚棄掉。當有一種概念(生起)上來，又即刻

把它揚棄掉。只是保留一個概念，就是什麼呀？保留一句話，就是：「這東西都是識

所變的，不是真實有的。」到最後，連這句(話)都不要，(因為)這句都是假話來的，

「一切東西都是識所變的」這句話，都是(由)六、七個概念排列而已：「一切」、

「東西」、「都是」、「識」、「所變」，五個概念而已。對吧？這五個概念不又是

假的東西！連這五個概念都排除。

到排除了的時候，我知道這五個概念的排列是假的。我能夠知道這五個排列是假

的，又是一句話，又是一串概念了：「這個概念的排列是假的」，又一串概念。又

(要)踢(走)它。又，「我知道這個概念的排列是假的」這種思想，這種智慧，也是假

的，又把它踢(走)。「假」(的概念)亦踢走，「是」(的概念)亦踢走，「踢」(的概念)

也踢走，這樣就無可再踢。那時候，就好像所有概念全部沉沒。它用這(方法)做手

段，來把捉你生命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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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虛」，即是離開我們的知識而獨立存在的實(在)的我，以及那些實(在)的客

體的事物，(即)客觀事物，都是假的，沒有的。我們所知、所見、所聞、所覺、所知

的，都是我們的知識的影子，(是)我們識所變的影子而已。我們識所變的影子，是比

較的實在，離開我們的識的東西是虛的。將那個「虛」的揚棄，保存「實」的。山河

大地，日月星辰，我所見的世界就是不離開我們的識而存在，甚至(可以說這)是我們

的識所變現的世界。

這個世界不是「虛」的，是「實」的。識所變的世界是「實」；識之外的世界是

「虛」，(要)「遣」了那個「虛」，「存」那個「實」。這個是最初級的(唯識觀)，

這就是「遣虛存實」。(它)最容易修(習)的，你買幾本唯識的書，讀一下，你覺得：

「對啊，這個理論是如此啊。」(當)你認同(它)之後，你可以(依)照(來)修(觀)。為什

麼呀？它不用揚棄掉全部的概念，揚棄了那些以「虛」為「實」的概念，你(只是)揚

棄它(這些)。

對吧？其他的概念你(是)保存的。(這)很容易修的，每個人都可以修。那麼修了

(它)有什麼效果呀？沒有什麼大效果的，即是(用來)練習你的思想而已。不過，(雖然)

沒有直接的效果，但間接的效果很大啊。當(修)到第二級(唯識觀)的時候，會可以很

便利的。這樣就(是)「遣虛存實」。

(現在講)第二步，第二個層次了。這個是一，這個是二。我每朝(早)修(定)，修數

息(觀)做「止」，(當)修到差不多，我都修「遣虛存實」這一重。你們可以試一下。

第二(重)：「捨濫留純」。(按照)唯識的理論，它認為我們所謂「識」，唯識宗的人

所謂「識」，解(釋)做認識力而已。所謂「識」呢，不是說只是(有)我看見(的)那種力

(用)，(而是)每一個識都含有兩部份，一部分就(是)被動的部分，叫做「相分」；(另)

一部分是主動的部分，叫做「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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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說呢？譬如我們的識有八個，第一個叫做「眼識」。那一個眼識，當你還在

娘胎的時候，(那)個眼識未(生)起，看不見東西，(但)那個眼識不是沒有，不過，它是

潛伏的存在。那種潛伏的存在，就叫做「種子」，叫做「眼識的種子」，又叫做「眼

識的功能」。但是當你剛出世的時候，(那)個接生的給你一抹(那)隻眼的時候，(你)看

見東西，那時候就(是)條件具備。因為你的眼識出現，(需要)很多條件，然後眼識才

出現的。

第一，你的視覺神經沒有(損)壞；第二，前面有東西給你看；第三，要有什麼

呀？(要)有光線。沒有光線(是)看不見的；第四，有適當 距離。你站在這裡想看扯嘅

旗山頂，這裡(是)看不清楚的。(如此)等等，(要有)好多條件配合，(缺)少一些都不可

以的。到底(共)有幾多條件呀？它(唯識理論)有告訴你的，它列出一張表(格)給你看都

可以啊。可以列出表(格)的。那麼，每一個識未(生)起的時候就是一種潛伏的、潛隱

的存在；當條件備齊了，它就爆發，就出現，那個時候就是現實的存在。

當它現實的存在的時候，(即)剛出現的時候，那個眼識，一開為二：一部分，就

是「相分」，把相分(翻)譯做英文最好就是這個字——image——這個字。因 我們爲

看東西不是直接看見的，不是直接看到那東西的。譬如我看這張檯，我的視覺看到

(那)張檯，在唯識家(的角度)來說，不是直接看到那張檯的，只是看到什麼？那張檯

反映(進)入我眼識裡面而已，好像照相機拍照的時候，譬如他坐在那裡，我用大(型)

照相機給他拍(照)，如果我把頭(用黑布)蒙上，在照相機裡面看，只是看到倒鏡的人

像而已。

對吧？不能夠直接看到那個(真正的對象)。同一樣道理，我們看東西的時候，只

是看到那些外面的事物反映入我的視覺裡面而已。眼識就是視覺，對吧？那麼，當外

面那些顏色、形狀反映入我視覺裡面的時候，就成為一個 image，(即)一個「相分」

了。這個相分，不是外面的東西，是在我們的識裡面，在我們的視覺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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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外面的東西是條件，有外面的東西然後(才)可以反映入來。它不是說沒有

外面那東西啊，不過我們不是直接把捉到那東西。那麼，那東西就反映了形狀入來我

們那裡，因 我們的眼識是有力量，把我們現在普通叫做「反映」，在唯識家爲 (的用

語)，就不用「反映」，(而說)它能夠「抽取」，能夠「抽」它、「取」它的影像入

來，成為一個「相分」。抽(取)它入來之後，同時就見到那個影子。現在這秒鐘抽

(取)到影子入來，(即)抽(取)到那個相分入來，就這秒鐘，同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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