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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十二個了，是不是？還有，昏沉。昏沉，這個你不要讀作

「審」。真正…。有很多人沉是如此寫的「沉」，姓沈則寫這個「沈」。這個

是俗字。字有兩種字，一種謂之俗字，一種謂之正字。作為人的姓便讀作

「審」；沉了下去，便讀作「尋」。 

 

你會說：「這樣很難學。」不難學。你先不要…，一個人的心理，你不

要，「唉，難啊。」如此當然是難，是不是？但是你說：「不難的。」沒有難

的。你記得嗎？拿破崙說，他的那本字典裏面，是沒有「難」字的。世界上沒

有難的，最怕你不明白。世界上如何…。凡是一件事，合理的事，永不難。記

住。難只是你不明白才難的，你明白了又怎難呢？人人說佛經難學，我說一點

也不難學。你烏龍是你自己「烏林林」，亂撞才難。如果你有一條線，一條路

給你，一級級好像上樓梯，難什麼？沒有難。 

 

別字就是假的，寫錯了。如此是昏沉，這個「沉」。昏沉又如何？人人

都會覺得的，你學過入定。入定，總是好像想睡的，沉睡的昏沉。想東西總是

想不到，你試過不？念佛，當你念佛，你念《心經》的「觀自在菩薩，行深般

若波羅密多時」讀到差不多時，都不知去到那裏，再繼續讀有時是讀不到的，

是不是？為何會這樣？那個時候，那種「昏沉」的心所起。但你說我只是疲

倦。疲倦作為緣，作為條件，昏沉跟著起。（昏沉、）疲倦是兩回事，疲倦是

生理上的事；昏沉則是心理上的事。明白嗎？ 

 

 



2 

你不要…。事是要分開，因為普通的人除非你是學科學或學哲學，要不

就是學佛學。除了這三種人，學科學、學哲學、學佛學，除了這三種人，多數

的思想是很「籠統」的。甚至到有些學科學，學實用科學不學理論科學的人，

思想同是如此「籠統」的。例如我們見到一盞燈，電燈發光，我們說那盞燈光

其實不是燈光。是什麼？是電在發光，是不是？電在發光。你會說沒有燈又何

來電（的作用）？是的，我是說電在發光，我並沒有說沒有燈可以有電（的作

用），是不是？明白嗎？分得很清楚，燈是條件，有了盞燈，電便可以寄居於

那盞燈處，便可以發光了。所以發光的是電不是燈，聽得明白嗎？如果你說燈

會發光，你不插上那「插蘇」（電插座），你看看那燈會否光？是不是？所以

發光的是燈，不對，是電不是燈。但電是不會自己發光的，要有盞燈作為條件

才能夠發光，要分得很清楚。聽得明白嗎？ 

 

如此，同一道理，我們會思想。說腦會思想，科學家是錯誤的。佛家說

它錯誤，腦是不會思想。思想是什麼？思想是我們的意識思想。你沒有腦又如

何？我沒有說沒有腦意識可以思想，不過我現在說思想是意識在想，意識思想

是需要有腦作為條件。明白嗎？就如燈，電能夠發光是需要盞燈，沒有了燈電

亦不能發光，但是有了燈而沒有電，同樣不能發光。聽得明白嗎？同一道理，

我們思想的是我們的意識，我們的心，不是我們的腦，但我們的意識如果沒有

這個腦，它又起不了作用，不能夠思想。但倒轉過來，只有腦而沒有我們的意

識，同樣是不可以思想。我們要分得很清楚。 

 

昏沉就要如何？昏沉起作用要如何？剛剛你疲倦的時候，昏沉便起了。

即是你盞燈壞了，然後有昏沉起了。昏沉，聽得明白嗎？入定的人最「棹忌」

是昏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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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有何辦法避免？」 

老師：「有辦法，如果你入定昏沉就如何呢？普通的你先檢討。」我親口問虛

雲和尚，他入定幾十年嘛，他的經驗好嘛。睡不好昏沉，要怎樣？有

何辦法不昏沉？ 

虛雲和尚答：「最好是，睡不好你先去睡。」虛雲和尚答的。實在是最合理

的，你睡足才去坐。這個是第一個回答。 

問：「除此並沒有辦法了？」他說：「除此之外，你想著這處。想著這處，這

個山根（穴位）那處，想著這處。想著這處，慢慢地血上來，上到腦

那處便不會昏沉了。如果這樣也不行，你出去散步。都不行呢？睡

眠，睡覺。」 

我問：「除此之外，沒有了？」他說：「沒有了，是這個辦法。」 

 

他百多歲人，入定數十年，問他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他說，沒有了。他

的話是最老實的，是不是？你不要以為那些如此有「把炮」（辦法）的人，他

有很多「符 Fit」（辦法）很多什麼的。不是，沒有的。他是最老實的，最平實

的。那你便是什麼？照著他的辦法行不行？你想著這處，想這處想一些光明的

東西。 

 

或想一點…。不是，想著這處又行。王聯章他用這個辦法，想個月輪，

想個月光在前面。光啊，漸漸地人便不昏沉了，都可以。都不行又如何？學虛

雲的辦法，去睡覺，先睡足了。最老老實實，沒有害的。你一味勉強撐著，是

會搞出禍的，你去睡是不會有禍。凡事老實，不要出奇制勝，老老實實。昏

沉，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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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昏沉有何害處？」 

老師：「昏沉嗎？昏沉沒有什麼大害。你昏沉，你的精神，你想念佛又念不

到，昏沉你想想東西就更加想不到。是這樣的，沒有什麼大害。和昏

沉相反…。」 

同學：「睡醒的時候精神好，不是很能入定的。睡醒的精神很旺，你想入定的

時候…。」 

老師：「可以，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 

同學：「精神最蓬勃的時候…。」 

老師：「不會的，不會的。睡醒最好，睡醒的時候。」 

 

記住，早上睡醒之後，你去大便，喝杯水。如果你是歡喜飲茶的，你先

飲杯水，或飲杯鐵觀音，先空肚飲了它。飲了它之後，吃兩、三塊梳打餅。吃

兩塊梳打餅，或飲杯那些奶粉、Horlicks（好立克）等。Horlicks 是不會發酵

的，你飲鮮奶有時是會發酵的，鮮奶些少也可以，少少。肚子太餓是不行的，

飽又是不行的。入定最「棹忌」是肚子餓不行，飽也不行。吃一點。 

 

我的經驗，最好吃兩塊大的梳打餅，那些 cream cracker 吃兩塊那麼多，

就此吃下去。我便是這樣，我覺得好。早上我從不昏沉的，除非是認真睡不

足。有四個小時讓我睡，我便不會昏沉了。我昨晚二時十五分睡，今早我太太

讓我起床，七時四十五分，是不是？你看我現在多精神。 

 

昏沉呢，早上一起來，我就這樣，一早起床我就一定…，要不便飲杯清

水，我則是飲生水的，你有開水便飲開水吧。我在廣州買了些礦泉水，我就只

是飲那些礦泉水，飲一杯，如這個半盅那麼多。飲完之後，我便去大便，很通

暢，去大便。大便完了，我便吃….，不對，吃兩塊餅乾。吃完兩塊餅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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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入去入定了，就不會昏沉。如果只是起床（馬上入定）又如何？沒有那麼

好。 

 

何解？你在大便之後才入定，好很多的。如果不是，入定時剛剛有些氣

在運行，好像「谷」住個小肚般。大便之後便沒有這種情況。或不能入定，心

便會掉舉，會掉舉了。掉舉不怕的，掉舉是很簡單的，你想降伏掉舉，你的心

想著肚臍下面，便不會掉舉了。當你掉舉的時候，你就不要想著這處，你便越

睡不了，即是越入不了定，想著下面。你歡喜想丹田又可以，即肚臍下面那片

地方。如果你認為還不夠用，想什麼？想會陰吧。 

 

會陰即是什麼？你坐著，即現在你挺直腰坐著的時候，剛剛貼正那張蓆

的那部位。即是你的生殖器和你的肛門中間的那一點，就坐著貼正那處，那處

稱為會陰。你想著會陰又可以，想丹田不夠高便想會陰。都不行就想著你的腳

板，想著你的「腳子公」（大腳趾）。必定不…，必定一會兒便入定了。那些

血走了到下面嘛，最好了。 

 

與昏沉相反的是掉舉，不要讀作「棹」，是「掉」。有人讀作「棹」，

也可以。「掉」。「掉」是什麼？突然間。即是什麼？「掉」字英文是

Suddenly。舉是什麼？突然舉起的意思。你那個心總是像你早上起床時那樣，

個心不想東西不行，硬要想東西才可以，你說不想但拉它不住的那種情況。那

種情況為何會如此？有一種力量推它去的，這種推它去的力量稱作掉舉。明白

嗎？昏沉、掉舉剛剛相反。 

 

那些老和尚昏沉、掉舉就用這個方法。當你昏沉的時候，你就想著這

處，或想著這處。當你掉舉的時候，如何呢？你就不要想著這處了，想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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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會陰、想腳趾，是應付掉舉的。如果這個法寶也不行，起身散步，只有這樣

做。如果你坐慣了是不起昏沉、不起掉舉的。兩種都是心所，是實的或是假

的？實的，不是假的，有種子的。 

 

有些人說它沒有，這個是「癡」來的，或這個是「思」心所而已，有人

如此說。但這處不同，昏沉、掉舉是有種子的。明白嗎？入定就最「棹忌」這

兩個心所了。如果當你入定，又沒有昏沉、又沒有掉舉的時候，你是什麼？你

便是「捨」了，是不是？心平等性了。我現在定了，不要昏沉、不要掉舉了。

很留意地去做，你的心便會平衡。 

 

那個時候心平衡，便會有一種狀態出現，那種狀態就稱作「捨」。此種

「捨」是要靠你的控制力，此種「捨」是不是？此種「捨」稱作「心平等

性」。明白嗎？聽到不？再進一步，我習慣了，不用怎控制的了，稍為留意一

下不要昏沉、不要掉舉。像是下一個命令，它自然便不會昏沉，自然便不掉舉

了。此稱作什麼？進一步了，有沒有？沒有？快點找找。 

 

捨心所，行捨。三步曲，心平等性之後，就到什麼？是的，你還可以記

得。「心正直性」，是不是？稍為控制便可以「搞掂」（成功），心正直性，

聽得明白嗎？再進一步又如何？不用控制的，它自然就很安和的，稱作什麼？

「心無功用性」。明白嗎？這三個謂之捨。沒有昏沉，沒有掉舉呢，就會有它

的出現了。有昏沉，它不出現的；有掉舉，它不出現的。 

 

好了，一個人，普通人稱之為修定，是不是？打坐、修定這些只是俗

話，在西藏那些黃教喇嘛、唯識宗和三論宗就稱之為修止觀。最正宗應該稱為

修止觀。打坐、入定，那些都是不究竟的說話。禪宗的人修止觀它稱之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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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參禪，禪宗的人。密宗的人普通的稱之為修瑜伽，稱為修瑜伽，又稱為大

手印，又稱為大圓滿。 

 

你不要聽一些喇嘛說：「我這些跟他人的不同，我的是大手印。」他必

定是這樣講的。在我們看，即是你那一派的修坐禪法名為大手印而已。 

 

那些紅教的喇嘛又說：「我那一套又不同人的，最高的，我的稱為大圓

滿。」大圓滿，是的。即是什麼？他那家修靜坐的法稱為大圓滿。你明白嗎？ 

 

又有些紅教，又有些喇嘛：「我的最高的是大圓聖位法。」大圓聖位法

即是他那家的坐禪法而已，修禪法。即好像等於你去到一個洪家師父的開山

本，洪家洪熙官之嫡傳。他又說要這樣要那樣才行，那些是最高的。一會兒去

到詠春拳館，他又說像我這些才是最出眾的。你去到蔡李佛那處，他又說蔡李

佛那些才是最高的。 

 

人人必定如此說，其實弄來弄去，各家有各家的一套拳法。所以你不要

聽到他人，被他一、兩句說話說：「我的是不同的。」又什麼的，被他欺侮

你，切記。各家各有千秋，是不是？最好是用止觀，何解呢？因為你用個

「止」字是很清楚，「止」即是 Stop，所有一切心，昏沉、掉舉等等，貪、

嗔、癡等，這些壞的心腸，全部通通 Stop 了它、壓低它、放下——止。 

 

觀又如何？你一味放下與睡著是沒有分別的，雖然放下但我們並不像睡

著的，有觀察的，以我們的智慧活動觀察。讀「官」音，「官」「管」

「灌」。讀作「灌」者，即解作觀察。觀察為何不讀「官」音而讀「灌」音？

「官」是個 Verb 來的，作為 Verb 來讀，觀（音官）下它、看下它。如果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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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n 用呢，即那些動詞轉名詞，那些稱為 Gerund，是否稱作 Gerund？就讀

「灌」音，作為動名詞就讀「灌」音，是這樣解的。 

 

「止觀」兩個字是最好的，記住了。普通的止觀，學唯識的人修的就稱

為止觀，不稱其他的。天台宗的人又是止觀，又是這樣。西藏黃教的修行又稱

為修止觀。如果是禪宗的人，是什麼？參禪，稱為參禪。如果他是密宗的人，

他便稱為修法，普通的稱為修法。又有一般來說，如果他是白教的呢，他稱之

為什麼？大手印。如果是紅教的呢，稱為修大圓滿，大圓聖位法。都是同一樣

東西，都是止觀。不修止觀就不能見性。修止觀之後，把煩惱、隨煩惱全部壓

伏，引發你那種純正的、無漏的智慧的出現，你然後才可以見性，見道的。止

觀，明白嗎？ 

 

修止觀的時候，這兩個東西。你記住，因為你們有很多人想修禪，所以

我特別留意講講。觀是用慧的，是「慧」心所起活動的。止呢？「定」心所，

即三摩地的「定」心所起活動。止和觀一起修，便是定慧雙修。如果你修止

觀，有兩件事是最「棹忌」的，一是昏沉、一是掉舉。昏沉障礙修止或是障礙

修觀呢？ 

 

你想想。又障礙修止，又障礙修觀，主要是障礙修觀。何解？你懨懨欲

睡地昏沉，那又觀什麼呢？沒法觀了，你都想睡，是不是？昏沉就以障礙修觀

為主，是不是？亦障礙修止。明白嗎？ 

 

掉舉呢？就障礙修止為主，又障礙修觀。明白嗎？你的心掉舉又如何止

呢？所以昏沉、掉舉…。而且這樣，我們以為…，還有一個，我們以為昏沉的

時候，必定不會掉舉了，是不是？掉舉還會昏沉？不然，昏沉的時候一定有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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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掉舉起的時候一定有昏沉。如此湊巧的，何解？因為你昏沉的時候，個心

並不是簡單的睡。睡著了便沒法講，將睡未睡的時候，懨懨欲睡的時候，個心

好像猶猶豫豫不知如何，是不是？所以那個時候便是掉舉了，所以昏沉的時候

一定有掉舉。 

 

倒轉過來，當你掉舉起的時候，就一定昏沉了。何解？如果你不昏沉就

清清楚楚的嘛，清清楚楚怎會掉舉？正是你不得清清楚楚，所以掉舉。所以掉

舉起的時候，必定有昏沉。聽得明白嗎？如果我們能夠昏沉、掉舉都沒有呢，

你便得到「捨」了，是不是？捨起之後，跟著輕安就起了，氣好像是充滿了。

你（輕安）起，你便是入了初禪。入了初禪，就在初禪裏面…。初禪是止來

的，在初禪裏面修觀。 

 

同學：「羅教授，你可否解釋一下有兩句說話的含意是什麼？『觀念念自止，

覺妄妄皆真』這兩句說話。」 

老師：「什麼話？」 

同學：「有一次看一本書入面有兩句說話就是這樣講的，『觀念念自

止』，…」 

老師：「什麼話？」 

同學：「觀念…。」 

老師：「觀念。」 

同學：「…念自止。」 

老師：「觀那個念頭，如果有個念頭起。你把個念頭看著：『看看你如何起

法。』它自然便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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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的念起的時候，中國人用字，那些字是很籠統的，是不是？觀，當

你的念頭起了，即是起掉舉了，是不是？你有什麼辦法對付它？你看看它是如

何起法。即如我現在的心時時起貪心，壓不住，那你又如何？『起吧，起吧，

我看看你是如何起法。』看著它那個貪心自然便沉了。念頭一起，你觀察到個

念頭，念頭自然便停止了。」 

 

同學：「即不是說你如何分析為何貪心？」 

老師：「是的。下面一句，你講吧。」 

同學：「覺妄妄皆真。」 

老師：「嗄。」 

同學：「覺妄。」 

老師：「覺妄妄皆真。如果有妄念起的時候，你便知道它。覺嘛，覺知它，覺

知這些是妄念來的，這個時候便不妄的了。妄念起你知道它是妄，你

知道它是妄，它便是真的了，是不是？你知道這個人壞，你便不會壞

的了，是不是？ 

 

這些是什麼？是沒有學問的禪家講的。如果本書是這樣講的，如果他是

我的學生，如果這個是王聯章那些，我會叫你快點燒了它。你還未有資格聽我

這一句話，再晚一點或許你有資格聽了。燒了它，不要再看。何解？我就用這

番說話來講，你一世人還有多少？你已經去了半世，你知道不？ 

 

如果你花一小時去看那一本書，那本書便拿了你一小時的生命，你明白

不？如果你把時間用在看那個做法，老實說一句話的你聽。你是不自愛，把你

的生命如此來糟蹋，你不自愛。聽得明白嗎？你呢，現在未有，你還未有資格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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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看它好像有很高含意的。」 

老師：「沒有高，高什麼呢？簡直是低級到極，是不是？你現在講，我便馬上

明白，知道他在講什麼。因為我不看這種書，所以我會明白。你為何

會不明白，（因為）你看這種書。那間屋火燒了，我在那間屋之外

看。它如何地燒，看得清清楚楚。你進入去的時候，你會怎樣？不燒

死你也焗暈，是不是？」 

同學：「羅教授，你講到止觀。我也曾聽過虛雲和尚，他說：『萬緣放

下』。」 

老師：「最歡喜用這句，放下。你問他什麼？『放下，放下。』」 

同學：「『一念不生』，不過我是不了解他的『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便

即是沒有觀。他說：『萬緣放下，一念不生』。」 

老師：「所以禪宗的人說話，是很多毛病。人人說禪宗好，我說：『禪宗。

唏，最要不得。』你不要出去對禪宗的人講，你學高深一點的時候，

你便知道禪宗的那些。我就是這樣講的。『唉，即是很偏。』你能夠

偏便好了，最怕你不能夠偏。何解呢？你再講。」 

同學：「『萬緣放下，一念..』。」 

老師：「『萬緣放下』，你懂得了。」 

同學：「『一念不生』又跟著。」 

老師：「你知嗎？『一念不生』是一點妄念都不要生，正念你儘管生。」 

同學：「即是個『念』即妄念。」 

老師：「是的。如此你在文法上，在修辭學上，就要不得了，你明白嗎？ 

籠統，你明白不？很籠統嘛。講來講去，你現在明白『一念不生』

了，是一點妄念都沒有。這即是代表什麼？即是無漏的正念就常常

起，是不是？連正念也沒有呢？容易「搞」了。妄念都沒有而有正念

便是難；妄念、正念玉石俱焚，全部都沒有了，容易到極。請醫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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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紙（藥單）你買安眠藥來吃，睡一個大覺，如此便真的『一念不

生』了。怎麼相同？是不是？明白嗎？」 

同學：「還有一樣我要問你。」 

老師：「你問吧。」 

同學：「輕安，我看是一種心輕安，一種身輕安。你解釋一下。」 

老師：「心輕安呢，兩個解。第一個解，心輕安是心理的，是不是？是心所來

的。身輕安則不是心理的，是生理上的，物質上那些血脈。血脈調和

的狀態稱為身輕安。心輕安者，血脈調和那時候的那種心，一種很安

和的心活動，稱為心輕安。一個解。明白這個解不？一個心理，一個

生理，明白嗎？ 

 

第二個解，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當你入定的時

候，這五個識都有輕安心所跟著它起的。五識，前五識的輕安稱為身輕安；第

六意識的輕安心所稱為心輕安。這是第二個解，明白嗎？似乎第一個解好一

點，是不是？身輕安是生理狀態；心輕安就是輕安心所。」 

 

同學：「身輕安就容易修，心輕安就難了，是不是？」 

老師：「一定是身輕安起，心輕安才起的。如果你大便締結或氣喘、哮喘的時

候，你的身輕安便不起的了。即是說這個時候，心輕安都不能起的。

心輕安起不了，即是入不了禪定的。這樣解。」 

同學：「是否先行有身輕安，然後才有心輕安？」 

老師：「大概吧，是跟著起的。你可以說是沒有前後之分的，跟著來的。當你

的喉頭想吐痰的時候，當你一吐痰的時候，你就有吐痰的感覺跟著

起。不是說先吐出痰，然後我覺得吐痰的，你明白不？這個是很重要

的。沒有問題了，你聽得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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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妄念有沒有一個標準的？」 

老師：「嗄？」 

同學：「妄念有沒有一個標準的？譬如什麼是妄念？」 

老師：「妄念？」 

同學：「有沒有標準？」 

老師：「有沒有標準，是不是？妄念包括…，包括這東西通通稱作妄念——邪

惡的念頭。這個念不是作記憶解的，這個念是作念頭，邪惡的念頭。

為何是邪惡的念頭？那你又會再問我為何是邪惡，是不是？放下一會

兒跟著講你聽。現在先解釋這個妄念，邪惡的念頭起便稱作妄念。控

制不住個念頭，譬如何謂控制不住？ 

 

譬如這樣，我只是想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偏偏我一想想

起，『唉，今晚的（賽）馬，不知那一隻會勝出呢？』這已經是妄念了。何

解？它不聽我的控制嘛。我的心就想控制著念阿彌陀佛的，我念阿彌陀佛，它

卻像是衝出來，壓不住的，想起馬。這不就是妄念，是不是？ 

 

譬如你聽教授講，譬如你現在學一科心理學，聽教授在講心理學。忽然

你想起，我的媽媽現在香港不知如何？這是否妄念？同樣是妄念。想媽媽也是

妄念？是的，你可以這樣說。想媽媽應該是孝心，不是邪惡的妄念。邪惡的念

是妄念，你不能夠控制的，雖不邪惡都是妄念。明白嗎？當你在參禪的時候，

讓你參禪你就參禪。你卻一想便想到了去念準提咒，你便是妄念，明白嗎？準

提咒是善的，不是惡的，但你可以參完才去念準提咒。現在呢，你參禪你便要

控制著個心去參禪。明白嗎？凡此兩種皆稱為妄念，聽得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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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東西最重要是個 Definition，要抓得緊。現在的人「弊」在怎樣？不留

意個 Definition，一味用個名詞。是不是？最重要留意每個名詞一定有個

Definition，明白嗎？沒有問題吧。」 

 

好了，講了。一個是昏沉、掉舉，是不是？還有一個是「不信」，「不

信」又如何？善心所裏面有一個是「信」，是不是？對於合理的東西有一種嚮

往的情，有那種嚮往之情便稱作「信」。剛剛和「信」相反的，明明是如此，

便稱作「不信」。明白嗎？都抗拒的，譬如這樣。 

 

你啊，你的身體已經很有問題了，走去找個癌症專家來到醫治。那個癌

症專家說：「你會生癌的，你現在是癌症初期，你要留意衛生。譬如你不能夠

勞苦，你要休息，否則你的肝便會硬化，起肝癌了。」假設他如此說。一個專

家如此說你，兩個專家如此說你，你自己是「蒙查查」的，你又不懂醫學的。 

 

你又說：「不管那麼多了，一於是不信，那些怎信不過。」有些人是這

樣的，「你認為是專家便信得過的嗎？」這些你是什麼？你自己「搵來搞」

（自找麻煩）。他人學了那麼多年的東西，如此多科學儀器檢驗，你都不信？

你信你自己？是不是？ 

 

這個便是合理的東西，不只不起一種嚮往之情，還怎樣？抗拒它的。那

種抗拒是為「不信」，最「棹忌」，「不信」。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學

佛，讀書人學佛，很多都是這樣的，「我只是作為哲學來學而已，作為一種

Theory 來看看而已。生死輪迴那裏會有，這些東西我是不信的。不過佛法是挺

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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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這樣的人的，他這些是什麼？實在是不信，是不是？實在是不

信。我有一個朋友便是這樣，我太太也認識的，那個吳汝鈞，學了差不多十年

佛經，佛教的東西相當好的。 

 

我問他：「你是否信的？」 

他說：「不是，我以它作為一種思想，我作為研究思想史，某個階段有這樣的

一種思想產生，在大學裏面教學生而已。」 

 

原來他是想謀生計。你明白嗎？很多人是這樣的，那些便是「不信」。

是不是？這個又是心所之一，一般本來是不用的——「信」、「不信」。因為

佛教始終脫離不了宗教的色彩，所以它有這一個心所了。還有一個，「不信」

之後到那一個。掉舉、昏沉、不信，是不是？ 

 

懈怠，懶隋。懶隋和精進剛剛相反。懶隋，懶隋不用解了，Lazy 那用

解？懈怠，不用解了。「懈怠」和那個「精進」即和勤剛剛相反。好了，現在

講了，「掉舉」是有種子的、實的。「昏沉」又是有種子的、實的。不信也是

實的。「懈怠」呢？也是實的。 

 

下面那些便是假的了，「放逸」，「放逸」者輕輕放過。「不放逸」是

善法，見善的東西一定去修；見惡的東西一定去除，毫不放過便稱為「不放

逸」。「放逸」是剛剛相反，明明擺著是善的，他卻「求求其其」（隨隨便

便）算了。見善不能修；明明是一件惡的習價，卻不能除，算了。從前有一個

人名為「明日戒酒」，聽過嗎？最好（喜歡）飲酒的。醫生吩咐他不要飲酒，

你飲酒便會有病。他說：「好的，明天戒酒。」為何你今天不戒要明天呢？到

明日的時候又明天戒酒，結果便弄到戒不成了。現在人做事很多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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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才做。」明天又明天，明天又明天。見善不能夠馬上去修，見惡又不能

夠馬上捨棄。這種人隨便，馬馬虎虎算了，這種稱為「放逸」。聽得明白嗎？ 

 

「放逸」是什麼？假的。何解？即是「貪」、「嗔」、「癡」和「懈

怠」，四者加起便成為「放逸」。是不是？「貪」、「嗔」…，你聽得明白

嗎？「貪」、「嗔」、「癡」、「懈怠」，四者加起，或是四者之中有三個、

或兩個、甚至一個，都會弄出一個「放逸」。 

 

以前的人念佛，一到打念佛七的時候，將近散的時候，或讓你回家再念

念佛，念到差不多接近睡著的時候，就有一篇文章。你看看《禪門日誦》〈臨

睡入觀文〉，有沒有人看過？一位淨土宗的大德，他教人「當你臨睡的時候，

你想想才好睡。」好的，這做法是好的。見過不？有沒有人見過？你見過嗎？

你有沒有見過？沒有見過。〈臨睡入觀文〉，他教人臨睡的時候，想一想才好

睡。好的，也是好的。 

 

同學：「想什麼？」 

老師：「你閉上眼…。想什麼，是嗎？我給你寫那篇文。〈臨睡入觀文〉，

『是日已過…』聽過不？」 

同學：「這幾句聽過。」 

老師：「嗄，看過了，是不是？」 

同學：「『命亦隨減，斯有何樂』，日日都念。」 

老師：「是的，日日都念。這個便是〈臨睡入觀文〉。」 

同學：「不睡也念。『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老師：「『是日』即是這一天。臨睡嘛，這一天已經過去了，你今晚睡的時

候，你明白這一天已經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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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亦隨減」。我生命一百歲，已經失去了一天，是不是？一百歲已

經…。今年三百六十五日，今年又少了一日的了。這些便是生命，光陰就是生

命，生命亦都隨日增長。減去了，失去了一天。 

 

「如少水魚」，它說我們的生命就如…。何謂「少水魚」？考考你，英

文、中文也是同樣的，何謂「少水魚」？中文是很曖昧的，聽得明白嗎？「如

少水魚」，好像一條魚，一天一天水在減少，到最後便會乾了。 

 

所以文言文就有這種弊病，是不是？好像那些魚，一天一天水在減少、

減少，「如少水魚」。你也是這樣的，你現在已經不只沒有了三分之一，你還

有三分之二。如他那樣已經不見了三分之二，他只剩下三分之一。 

 

「斯有何樂」，「斯」即是這，這樣。「斯」是指一天一天少水的魚。

你猶如這樣的一條魚，這樣還有什麼樂趣呢？「斯有何樂」。人生如此…「斯

有何樂」，所以就如何？「當勤精進」，所以我們要勤力。其實此文字也是累

贅。 

 

勤即是精進了，是不是？但中國人是歡喜四字一句的，很難講的。所以

我們要努力。「慎勿放逸」，「慎」即 Carefully，小心；「勿」就是不要，小

心不要放逸。在此處講放逸兩個字，是讓你更明白。這便是〈臨睡入觀文〉，

給人們臨睡時念的。臨睡想一想它，就不會是…，減少你的昏沉。 

 

同學：「它是否集中於佛道方面或是…？」 

老師：「這便不起妄念了。不好了，還弄妄念？你已經少了一日，剩下的東

西，『快快趣趣』睡覺，睡得精精神神明日做我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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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它並不單是規限於佛道的。」 

老師：「這些東西並不是一定要的，不是說非此不可，不過是方法之一。聽得

明白嗎？也是好的，就像幾句詩。是不是？」 

同學：「差不多像是『勸世文』般。」 

老師：「就如『勸世文』一樣。有時好的東西像是很粗淺的，粗淺而老實。是

不是？」 

 

掉舉、昏沉、不信、懈怠、放逸，還有一個。還有一個心所稱作「失

念」，又稱作「忘念」。忘記了，對好的東西忘記了。壞的東西忘記了，就無

所謂了。好的東西也記不起？記不起。為何記不起也是煩惱？記不起還不是煩

惱？是不是？應記的東西你也記不起，如此便…。現在的問題…。記不起是很

容易解的，現在問題就是這樣，「記不起」這個心所是實的或是假的呢？「記

不起」，這個「記不起」的心所是真的或是假的？ 

 

同學：「假的。」 

老師：「假的。為何是假的？是假的，為何是假的呢？是的，沒有錯，是假

的，為何你說它是假的？」 

同學：「不得精進。」 

老師：「不得精進即是沒有精進，沒有精進只是沒有了精進而已。」 

 

現在「失念」，是有一樣東西稱作「失念」。我告訴你吧，無謂浪費時

間。「失念」呢，別境心所裏面不是有一個「念」心所是會記憶的嗎？對於過

去的東西清清楚楚記得的，能夠記憶得到的稱為「念」。現在失了「念」，總

是想「念」但是念來念去也「念」不起。你們時時會覺得怎樣？有一樣東西人

們問起你，你想回答。好像是在咀唇邊的了，但沒有辦法答得出。是不是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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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情形？ 

 

同學：「有的。」 

老師：「那種情形便是『失念』。為何答不出呢？實際他是有點記得的，總是

講不到，因為有個「癡」心所，個「無明」。」 

 

「無明」即是「癡」，有個「無明」和它一齊起，「無明」加「念」，

把個「念」攪濁了。所以在咀邊總是有一東西是擱止住的，但講不出。這即是

其實…。「失念」者即是二者相加的東西，一個「無明」加上個「念」，那個

「無明」把個「念」攪濁了。聽得明白嗎？為何你念彌陀佛，念念下你會想到

其他事？個「失念」心所起了。「失念」心所便是妄念了。剛才你問什麼是妄

念？現在可以如此講給你知了。 

 

所謂妄念是什麼？煩惱心所和隨煩惱心所稱為妄念，修正的 Definition，

是不是？剛才因為我這樣講，分析就說這兩種稱為妄念，現在你知道了。所謂

妄念即是什麼？ 

 

貪、嗔、癡、慢、疑、惡見，忿、恨、覆、惱、嫉、慳、誑、諂、害、憍、無

慚、無愧、掉舉、昏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這些。還欠兩個未講，是

不是？明白嗎？這些稱作妄念。你說：「啊，我現在要看看，所有的妄念都不

起又如何？總是壓來壓去都壓不住。」 

 

如此你要看看了，你便要觀察個妄念，那個妄念自然會不起了，你明白

嗎？「啊，我現在貪心起。」你看著，「起吧，起吧。」你叫它，「起吧，貪

心你起吧，你現在起吧。我看你如何起？」你看它如何起，它會如何？它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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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起的。是不是？這種稱作什麼？看牛法。你不要整天拉著隻牛，你整天拉著

它，你是不夠它力的。你要怎樣？看守著它。你去那處，我跟著你去那處，總

之失不了它，漸漸個妄念便不起了。 

 

所以坐禪有一種消極的方法，有一種積極的方法。積極的方法…。一種

方法是怎樣的？妄念一起便壓它、壓它、壓低它。就如虛雲和尚般，問他：

「坐禪要怎樣？」 

 

他說：「不打緊的，放下。什麼都放下、放下，念一起便放下，念一起便放

下，這便可以。」 

 

其實是妄念一起便放下，你連正念一起便放下又怎行？明白嗎？這些一

起的時候，兩個方法。一個稱為制念法，或稱為制心法，是不是？「制」是控

制它。制不了又如何？用這個最絕的方法，縱心法。那本書有教你的，縱心

法，或是縱念法。你的念頭，你的妄念時時起，我壓制你不住嘛。「好，我看

看你，放了你。起吧，你起吧，看你如何起？你作惡嘛，你現在妄念起而作

惡，作吧，看你如何惡法？」這樣它便不起了，慢慢地它便不起了。聽得明白

嗎？就如賊入屋一樣，你關防起門戶，令至他入不了，如此固然是好。他一進

來的時候，你打走他，固然是好。但如你處理不了，你又如何？看著他吧，看

著他吧，你不要與他鬥。他已經進來了，你有何辦法？那個賊，他會適可而止

的，隨意取多少便離去。明白嗎？ 

 

「失念」，這些「念」…，「失念」。「失念」是假的了，是不是？是

「念」加無明而已。「散亂」。「散亂」，你學坐禪便會知，猶如有一種力量

推你的心去其他地方。你現在念著、想著阿彌陀佛，漸漸地像流走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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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想想你的太太處，或是想到你的未婚夫處等，如此地走開了。稱作

「散亂」，即是有一種東西令到你流動去了——「散亂」。坐禪，「昏沉」、

「掉舉」、固然是「棹忌」。 

 

「散亂」同樣是「棹忌」的，是不是？「散亂」有沒有真的？或是假

的？真的，「散亂」是有種子的。最後的一種是「不正知」。「知」是

Understand。當你起而去了解一樣東西的時候，偏偏就歪了。很多人是歪了

的，看一樣東西是看歪了的，看得不清楚的。 

 

當我們的「不正知」…。當我們的「慧」起活動的時候，有個無明加在

一起，你會如何？明明個「慧」看事情看得清楚的，它現在多了一樣東西，壞

東西，有個「癡」的無明在，令你看不清楚。明白嗎？ 

 

「不正知」。是假的，「不正知」是假的，是無明加「慧」而已。你聽

得明白嗎？如此你如果看心所…。這便是心所。你看心所，我這本書有這些心

所，是很嚴格地把每一個心所的 Definition，和它的作用給你解說，明白嗎？不

過可惜你的中文應付不了。 

 

同學：「羅先生，那個『隨』字是作何解？」 

老師：「嗄，『隨』字，跟隨。即是前面的煩惱心所，是有六個。那六個中隨

便有一個起，然後那些隨煩惱（心所）跟著它起。隨煩惱，不會是前

面那六個中沒有一個起，這些是不會跟著起。它的意思為何？次一

級，次一等的煩惱。」 

同學：「即是跟隨的意思？」 

老師：「跟隨，跟隨。跟隨那些煩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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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吧，心所中隨煩惱有二十個，是不是？隨煩惱有二十個，還有多少

類呢？第一類是什麼？遍行。第二類呢？別境。第三類呢？善。第四類、煩

惱。第五類呢？隨煩惱。還有一類。有一類稱作不定，為何稱作不定？你說它

是善嗎？它不一定是善的，有時它是惡的，有時它是無記的，善惡不定的。不

定心所有四個，四個。第一個…。不定心所有四個，第一個、「悔」，後悔，

我們是會後悔的。「悔」這種作用不一定是善的，又不一定是惡的，有時是

善，有時是惡。「悔」是善的，你給我舉一個例。後悔有時會是善的…。嗄。 

 

同學：「做錯了事之後…。」 

老師：「是的，做錯了事，我現在後悔為何我這樣做呢。是不是？」譬如現

在，你剛剛有人叫你吸一口毒，你吸了你回去之後會如何？後悔。

「我不應該吸這一口的。」是不是？即做錯了事現在後悔，善的，這

個是善的。後悔做錯事，做錯惡事是善的。但有時是惡的，你又舉一

個惡的後悔給我。 

同學：「後悔應該覺得偷一件東西而沒有偷到。」 

老師：「本來沒有錯，是不是？本來那件事是好的，現在後悔做了。」即是什

麼？你坐車，他人遺漏了一個錢包你旁邊，本來你順手可以拿的，但

你不拿。你還走去報警或告訴司機那處有人遺漏了（錢包）。這個便

是善的，是不是？如此，善是好的。但你回去想想，「都是笨，那個

如此好的錢包，如此飽滿，裏面必定有很多錢，為何我不取走呢？」

他後悔了。 

 

這個後悔是什麼？惡的了。所以，你說「悔」一定是善，不一定。你說

它一定是惡，不一定。有時是無記的，不善不惡。明白嗎？「悔」。第二種

呢…。「悔」有一個名稱是「惡作」，「惡」者憎惡；「作」者則是剛才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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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剛才所作之事，我現在，「唉，我不應該這樣作的。」——「惡作」，

又稱…。在佛經裏面常常用「惡作」的。 

 

「眠」。「眠」是一個心所來的，又稱「睡眠心所」。所以你看佛經，

看到睡眠兩個字，有兩種不同之解的。一種心所，不對。一種睡眠就是生理上

的睡眠。當你疲倦到極你要休息，如果你譯成英文便是 Sleep，是不是？

Sleeping。那個是生理作用，疲倦而恢復的那種生理作用。生理作用就不是心

所來的。 

 

另外有一種稱為「睡眠心所」，是如何的呢？當你的生理疲倦到極需要

睡的時候，將睡未睡的時候，你的心是如何的？你告訴我。當你臨近睡著而又

未睡著的時候，你的心是怎樣的？怎樣？ 

 

 

同學：「想事情。」 

老師：「嗄？」 

同學：「想著很多東西。」 

老師：「想東西是掉舉而已，不想不行是掉舉；懨懨欲睡便是昏沉。」 

 

還有一種是這樣的，好像有一種力量令到你的心很簡略的，想東西也想

不到的。令到你的心簡化，一路簡化，一路簡化，簡到最後是如何？睡著了。

是否有這種情形？將睡未睡，有一種令你的心…。本來你的心是很繁雜的，一

路簡化，一路簡化，簡到最後你的心那種（思想）停了。那種作用稱為

「眠」，或稱「睡眠心所」。是心理上的睡眠，不是生理上。所以你把它譯作

Sleeping 是不對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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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蒙查查』，對不對呢？」 

老師：「嗄，但『蒙查查』又不表示得是『蒙查查』，『蒙查查』又不一定是

『眠』的。是不是？你看不清楚同樣是『蒙查查』的。」 

 

即如「蒙查查」那樣，有一種力量令你的心「蒙查查」的，這種力量，

這種作用。「眠」不一定是惡的，何解？你說：「我現在倦了，我現在睡，休

息了，明天要早點起來，要做點好事。」如此你這個「眠」是什麼？善或惡

呢？善的了。如果你說：「我今天休息，不理那麼多。明早起來我要去『打荷

包』（偷錢包），精神爽利去做。」如此你這種「眠」就是什麼？引起惡，你

不「眠」你明天便不能去「打荷包」。 

 

因為你「眠」是為了你明天去「打荷包」，所以是惡。明白嗎？所以不

一定善，不一定惡。所以有些人說睡便是不好了，睡是（為了）恢復精神，為

何不好啊？但睡又是有些不好的，一味貪睡。是不是？ 

 

「悔」、「眠」，「悔」和「眠」是實的，有種子的。第三個、

「尋」，Search。「尋」即找，找是什麼？不是真的去找東西，是指我們的心

像是去找東西一樣——「尋」。是什麼作用來的？這個是假的。這個「尋」是

什麼？是「思」心所，是我們的意志活動，是不是？加上「慧」心所，去推

論。只是「思」加「慧」兩種作用而已，是不是？ 

 

「尋」，舊譯它譯錯了，它譯做「覺」，豈有此理。「尋」又怎同於

「覺」呢？成佛又是「覺」，你這個「尋」譯做「覺」又怎對呢？舊譯譯做

「覺」，譯錯了。「尋」即是很粗的思想。它是「思」加「慧」，那「尋」便

是假的了，是「思」和「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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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伺」。「伺」者即是「吼實」（窺視、觀察）。「尋」即是

「嗄嗄聲」地找，是不是？就如掉了東西而去找東西。「伺」又如何？「伺」

是蹲著看、看、看定的。猶如貓在捉老鼠，在老鼠洞門口「吼」不動聲色。

「吼」謂之「伺」。聽得明白嗎？「伺」實際是假的，你想想看。「尋」是假

的了，「伺」呢？都是假的。何解？ 

 

「尋」得微細才稱作「伺」嘛，是不是？亦是「思」加「慧」。「思」

加「慧」，它的本質是「思」和「慧」——「尋」、「伺」。聽得明白嗎？舊

譯譯錯了，譯做「觀」。「尋」、「伺」，有「尋」有「伺」呢，舊譯譯作有

「覺」有「觀」，譯錯了。現在有些人講經，講到有「覺」有「觀」，那個講

經的都不知道「覺」、「觀」即是「尋」、「伺」。他又學人講經，這種人

「害死」人的。好了，「尋」、「伺」。「尋」和「伺」兩個，應該一個便足

夠了，為何要分兩個呢？想到不？你回答我。 

 

同學：「『伺』是「吼」到實；『尋』則不是「吼」到實。」 

老師：「『尋』就是粗，是不是？『伺』則是微細。事事物物都有粗有細的，

又何必分兩個呢？是不是？」 

同學：「這又不同了，粗就大大略略。」 

老師：「是的，是的，大大略略。微細就是不同。」因為入定和修止觀，很需

要分析得微細一點，所以把它分成兩個。 

 

你不用分，你不要也可以，你說：『是「慧」和「思」都可以。』這樣

也可以。粗的思想謂之「尋」；微細的思想謂之「伺」。那何謂粗，何謂細

呢？你同樣可以再問的，是不是？現在我就…。「思」強「慧」弱謂之

「尋」，你看佛經便是「思」多「慧」少謂之「尋」，「思」多「慧」少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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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倒轉過來，「慧」多「思」少便名為「伺」，即是「慧」強「思」弱

便謂之「伺」。「尋」呢，它是很粗的，現在我們普通用「尋」較多。「伺」

則那些思想家就是「伺」較多。 

 

每每「尋」、「伺」合在一起。「尋」、「伺」合在一起，世俗上稱作

什麼？你講吧，時時都有這個名稱的。佛經裏面稱作「尋伺」。稱作什麼？在

你面前的，你想不到而已。答得到嗎？看你的 Inspiration 行不行？ 

 

同學：「思考力，是不是？」 

老師：「是的，思考，思考力。誰說的？你啊，挺好的。思考，又稱作思想，

是不是？又稱作思想力。又稱作思想，又稱作思考力。」 

 

「尋伺」，現在所謂思想…。有些人問，以前有一個牧師。唉，那個牧

師真的，他自己告訴我他讀了三、四年佛經，誰知他是閉塞的。何解呢？他

說：「讀了很多佛經，我整套藏經拿來掀，找來找去找不到兩個字，兩個名

詞。」第一個找不到個『愛』字，他只是看到佛經在罵個「愛」。人怎可以沒

有愛？他說從來沒有聽過有宗教反對人愛的，只有佛教是反對人愛的。佛教不

只不講愛，還批評人去愛。」你說他塞不塞呢？其實佛教所愛的不是佔有的

愛，而是大公無私的。大公無私的愛就稱作慈，稱作慈悲嘛。那會是那種想佔

有的愛，那些稱為貪愛，怎同呢？你說讀幾年佛經讀成這樣，你說他是不塞的

呢？第二、他說佛教不重思想的。所以他看佛經裏面是沒有思想，沒有講思想

的。 

 

我說：「你真是荒謬。佛家的思想那麼多，你說佛家不講思想！」 

他說：「不過它是不講思想，不教人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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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唉，你真的是。你這幾年，你白花了這幾年。思想就是尋伺嘛。」 

 

他說「尋」和「伺」都不是思想，是什麼思想？有些人是這樣塞的，真

的是。跟我講這些的人，你不要以為他是什麼，是博士來的，神學博士。如此

你想想，有些博士真的是「流口水」（低水平），真是流。學十幾年神學，看

佛經也看了幾年，他真是「流口水」流到。不懂，說佛教沒有愛，說佛教不教

人思想。只教人坐，不教人思想，坐著不是…。但坐著是會思想的。真的有這

種事情，是在香港，在香港道風山講學的。在香港道風山那間神學院講學的，

這個神學博士。所以你不要被一些博士震到你。 

 

好了，二十個隨煩惱心所，是不是？總共五十一個，是不是？遍行五

個、別境五個，合共十個。善的十一個，合共多少？二十一，是不是？煩惱六

個，二十七，是不是？再加隨煩惱二十，（四十七）。不定四個。不定四個，

是不是？五十一。五十一個心所，八個心王，八個識。每個識都有若干個，只

有第六識，意識是五十一個齊備。一個心王帶著幾個，最少都幾個心所，猶如

一個母親帶著一堆子女，時時在心裏面一起一伏。為何一起一伏？ 

 

你現正在聽佛經，你便不會起貪，但你今晚回去做夢便會起貪也說不

定，是不是？今晚做夢的時候，做夢中馬票等便會起貪了。這即是說，你現在

的時候你的貪心所就沉，今晚的時候你貪的心所就起了。我們人心之起跌作用

就像什麼？就像波浪一般。就如第八阿賴耶識是一個大海，大海裏面有七種不

同的波浪，前面的七個識。 

 

每一個波浪裏面都含有很多什麼？有時波浪一起，有一群小蝦在裏面；

有時波浪一起，會有一些小魚；有時蝦又沒有，魚又沒有，只有海草。有時有



28 

些泥味；有時海裏波浪很大的時候，整隻烏龜被它浮起。這即是在說明什麼？

每一個心所起的時候…。不對，每一個心王起的時候，每一個識起的時候，一

堆心所跟著它一起一伏，一起一伏。好像流下去一樣，好像注一樣。 

 

我們先不講前世，由你出娘胎「呀呀呀」的聲，到了你「別」一聲斷

氣，一百、幾十年裏面，除非你是入手術室裏面重麻醉，否則你那八個波浪，

你八個識都未有停過。麻醉你兩個小時，便是那兩個小時停。兩個小時都不是

全停掉，停了前六識而已，還有第七、第八識不停的。這即是在說什麼？八個

識總計，這一世人完全沒有停過。其實按照佛家講的，你前世死了之後，你的

中有馬上變了個中有身，你個識都沒有停。 

 

中有身之前，你未斷氣，又幾十鈔，又沒有停。一路地數上去找不到起

點的，就稱為無始；同一樣數下去，會否斷？不會斷的，就稱為無終——無

始、無終。就如一條長的河流，無始無終一樣。這個稱為我們的生命，我們的

生命又稱為第八阿賴耶識。第八阿賴耶識裏面有七種波浪，即河流裏面有七種

波浪。每一個波浪它有一個識，稱作前七識。如此地一起一伏，這個便是我們

生命的現象。 

 

來到此處，你便會問…。明白嗎？要不要再講？要不要再講清楚？明白

了。只是我們生命的波浪而已，是不是？然則山河大地是沒有的了？佛教的答

案是我們的心所變的。如何變呢？是否就如魔術般變？拿條巾出來揮一揮，變

了一隻白鴿，是否這樣變呢？不是，不是這樣變。個「變」字不是說變戲法的

變，「變」者即是使那樣東西出現、呈現個「變」字而已。即是所謂 Present，

呈現。所以個「變」字即變現。那如何變現呢？本來我們的生命好像河流，這

個稱為第八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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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識裏面有無數那麼多功能。功能，懂得嗎？你初進來你聽我的，功

能譯做什麼？Function，Function。何謂 Function？這東西未出現已經有它，到

了這種 Function，它的機緣，它的條件具備，就馬上有一樣東西出現的，如此

便稱為 Function。是不是？是否這樣解？這種 Function，譯做中文便譯為功

能。這種功能又有一個別名，稱為種子，因為它會產生現實的東西，就如一粒

穀會產生禾的。 

 

功能又名種子，這種功能是怎樣的？我們一出生，我們的第八識裏面有

無量無邊那麼多功能了。這些功能是怎樣來的？是由前世或是前前世熏進來

的，就如煙熏我那張白紙一樣；就如我們的電腦，把資料打進電腦處。打些資

料、如煙熏進來一樣。又好像你常常跟一些喝酒的人走在一起，你自然有酒

癮。何解呢？熏了一些習氣，沾到了你那處。聽得明白嗎？你時常和一些「飛

仔」（流氓）搞成一堆，你將來便會整個「飛格」（流氓模樣）的。何解？因

為外面那些「飛仔」，熏進去成為一種習氣。 

 

所以我們的所謂種子，所謂功能，是過去多生以來熏習的資料進去的，

此稱習氣。聽得明白嗎？所以你看佛經看到這三個名詞，是同一解法的，功

能、種子、習氣。好了，我們第八阿賴耶識裏面，有無數那麼多習氣，那麼多

功能。這些習氣是什麼？前生熏進來的。這種習氣今世一有機會，它便爆發。 

 

習氣就如「菲林」（膠卷），一有機緣，那些「菲林」，開了燈，有一

部機器，它便可以怎樣？整套電影播出來了。所以一有機會，那些習氣，那些

前生積聚下來的「菲林」，一有機會，它便播影出來了。一播影出來了便是今

世，今世這幾十年的事了，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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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禪師，他如何說？「欲知前世因」，還有什麼？「今生受者

是」。你想知道前世做過些什麼，你看今世你受些什麼？為何是今世，便是那

些「菲林」播影出來了。前世如何做成「菲林」？你看看今世的「菲林」，便

知前世是怎樣了。你看見今世這個現實的生命，你就知道前生或前前生的功

能、習氣、種子是如何的了。此謂之因，今世便謂之果，明白了吧。 

 

同一道理，「欲知來世果」又如何？「今生作者是」，今世作出的，便種下了

一些種子，來世播影出來了。生死輪迴是這樣解的，是不是？它的解法是相當

科學化的。不是這樣說的：「你又做了什麼事，判官、閻王就 Mark 起你來。

到死的時候，那個牛頭馬面就拿鎖鏈鎖你到閻羅王那處。」不是這樣解的。這

些是拿來做什麼的？講人很難講得明白，他就假設了這些譬喻講給你知。聽得

明白嗎？如此你明白嗎？ 

 

好了，我們的那個第八阿賴耶識，即我們的生命，裏面含有很多功能，

其中…。功能的數目多至怎樣？可以該是無量無邊。不過，其中分為兩大類功

能，兩大類。一類是什麼？識的功能，或識的種子。我們有時眼識是起的，當

眼識未起的時候，你並不是沒有眼識。當眼識未起的時候，譬如我現時閉上眼

的時候，遮著眼睛，眼識便不起了。是否沒有眼識？不是。是沒有現實的眼

識，我有眼識的功能。明白嗎？ 

 

當你未出世的時候，你還那麼小的時候，如果你是…。割開你媽媽的

肚，拿你出來的時候，像個娃娃的時候，你那個時候已經怎樣？你已經是一個

小生命，你並未有眼識起，是不是？但你眼識的種子都是有的。聽得明白嗎？

你眼識的種子藏於那裏，藏於你的生命裏面。耳識有耳識的種子，未出世已經

有耳識的種子。出世之後呢？一有聲音，一有條件耳識便起，便聽到聲音。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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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他弄聾了隻耳，弄聾了隻耳是否沒有耳識？不是沒有，個耳識種子時時有，

但他耳識的機件壞了。如果有一個好的醫生，換了一隻好耳，換了好的耳神

經，他同樣聽到聲音。聽得明白嗎？ 

 

條件具備，這些種子便起了。條件不具備，它是不起的。譬如眼識起，

一定要什麼？最低限度，你不要多講，講這幾樣重要的。你回答我，眼識起的

時候，第一要有什麼才起呢？眼識起而來視物，眼識即是視覺。視覺起的時

候，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同學：「有光。」 

老師：「有光，沒有光你是看不到的。第二個呢？」 

同學：「距離。」 

老師：「嗄？」 

同學：「距離。」 

老師：「距離。你看遠處，遠到加拿大西面洛磯山的東西，你看到不？看不

到。一定要有一個適當的距離，是不是？距離。然後呢？還有兩

樣。」 

同學：「Object。」 

老師：「她說什麼？」 

同學：「目標。」 

老師：「是的，有個目標在那處，是不是？有個 Object，是不是？有個目標在

那處，沒有目標你在看什麼？還有，多講一樣。想想。」 

同學：「首先你自己要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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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是的，你自己先要不要看？先不講這個，自己要不要看這個太深奧

了。再講一樣淺的，物質的，最重要的。意識，要不要看就是意識，

她說了。還有一樣，最重要的，物質來的。」 

同學：「要有眼睛。」 

老師：「是的，要有一隻眼。你的眼根，即你眼裏面的視覺神經，沒有便不

行，壞了便不行。是不是？」 

 

最低限度是這樣，即是這些稱為條件。條件佛家稱作什麼？有一個名

稱。現在我們便說條件，佛教稱之作什麼？謂之緣。種子便稱作因，這些條件

便稱作緣。有了種子了，還要有條件適合。你有了眼識的種子，如果你的眼是

盲的，看不到東西的，是不是？ 

 

還有，如果你的眼之結構，近視又散光的，你會如何？看東西真是「蒙查查」

的了，要改正其條件才行。如此便有了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此五

個識都有種子的。 

 

你在媽媽的胎裏面，這些種子已經全部具備了。出生之後，有機緣的時

候出現。機緣一缺少，那些種子便會藏起了。第六意識是整天都起的，即是意

識的種子是整天都起的。第七末那識執著有個我，又是常常起的。 

 

第八阿賴耶識有沒有種子呢？講過了，有沒有呢？要有才合邏輯，是不

是？何解？前面那七個識，個個有種子。第八識也是識，為何它沒有種子？所

以一定亦有種子。八個識都有八個識的種子，八個識的種子都藏於阿賴耶識，

藏於你的生命裏面。第一類種子是識的種子。第二類種子呢？心所的種子，那

五十一個心所中，有三十多個是實的。那三十多個實的呢，都有它自己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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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遇著緣便起了。就是這樣。 

 

譬如你是有慈悲心，「悲」的種子。如果它不起，那他悲什麼呢。是不

是？它現在是不起的。但他一會兒走出去，見到一個人很可憐。見到一個老人

家又「騰騰震」、又病、又沒有人扶他，他在路上「噗」地跌倒，他會如何？

他會起個同情心，那個同情心便是悲，會起了。即是說他悲的種子，條件一具

備，它便起了。 

 

同一道理，本來你有成佛的無漏種子，但你現在常常被其他東西阻壓

著，要什麼作條件？要修止觀、修行、持戒作為條件，引起你成佛的種子爆

發。因為你的生命裏面，都有成佛的種子。如此，那五十一個心所中，有三十

多個是有種子起的。是不是？都是有種子的，此謂之心所的種子。識的種子和

心所的種子，不斷在你生命之河流裏面，一起一伏，一起一伏。聽得明白嗎？ 

 

「是的，」你這樣說：「仍未解釋得到山河大地，為何說是你的心所變

呢？」明白嗎？不明白？這樣，我給你們解說。今日還有很多時間，現在接近

尾聲，講到九月初我便會 Stop，這裏便說完了。要讓我有時間，幾個月以後再

算了。因為我九月中以後會去美國走走，又去香港走走。離開半月不定，一個

月也不定。最少也一個多、兩個月；多呢，我又會半年也不定。我也不是想去

很久的，不過有時呢，被一些事困著也會如此。 

 

是的，我先講講這個。每一個心，每一個識都有兩部分的。我先講是兩

部分，是不是？就如太極一陰一陽，有兩部分。一部分是被動的部分，一部分

是主動的部分，聽得到嗎？被動和主動。例如…。譬如我先講一個譬喻，例如

一個人拿著照相機為你拍照。如果我被一塊布蓋著頭呢，我會看到什麼？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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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的照片就像一個娃娃，是不是？如果最明顯的，（影像）以前是倒過來

的，你見過不？照片中的娃娃是倒轉的。現在的是沒有倒轉的，是利用一個反

光鏡把影像反正的。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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