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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你真的要讀 Chinese，Chinese 豐富。你懂 Chinese ？懂不懂？

看得明白嗎？」外住，即個心跑了到外面的。外面是什麼？色、聲、香、味、

觸謂之外。把整天向外尋求那一間茶居的蝦餃美味，那一間戲院坐得舒適。向

外，平時向外的心，把它收回來，集中於外面數呼吸，你就在心中數呼吸。就

把我要觀觀音菩薩的像，我要修觀音菩薩法，我便想著觀音菩薩像。如果我要

念佛，集中想著阿彌陀佛或想著南無阿彌陀佛這句話，明白嗎？這就要用什

麼？要用我們的意志力。意志，意志是什麼？Will，認識不？用我們的 Will 之

力，把個精神（集中），「我要這樣。」個心走，我不讓你走，是要你留在這

處。用意志強制你，把心集中於一處。你聽得明白嗎？可以的，孔先生，這個

你可以的了。 

 

同學：「不要讓它意馬心猿。」 

老師：「是的，把它拉回來，此謂之內住。你今晚可以修的。凡是合理的東

西，不用很高深的。」你去找高深的，只是白花精力。世界上的東

西，除非你不明白，明白了便沒有高深的。用「意」把我們的心集中

在一個目標，一件東西。例如什麼？修觀音法用觀音菩薩的形像作目

標。我修數呼吸的，我想呼吸入，我想著它現時入，呼吸出，我想著

它現時出。呼吸微到極了，覺得呢？呼吸微到極是如何的？在鼻尖，

想著它或想著這處。它入的時候，「啊，呼吸又經過了。」到了它出

的時候，呼吸出了，「啊，呼吸又經過鼻尖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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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也可以？」「就是這樣便可以。」釋迦佛自己說的，如此你將來

便可以得涅槃，是這樣簡單的。果有一些人說：「我不想東西。」那又如何？

你想著一句話「不想東西」。「不想東西」，連「不想東西」這句也不想。如

果你連「不想東西」這幾個字也不想呢，你做得多。 

 

沒有可能的，見道的時候才可以，如果是這樣你便是初地菩薩了。不可

以的。集中有一個目標。你看看，懂得解了。懂不懂？這個是第一個「內

住」，第一個。你靜坐的時候，坐下去你先調整身體的姿勢，你如果身體的姿

勢不正確，不能內住的。是不是？身體的姿勢如何正確，你隨便看一本靜坐法

便知，這些是不用解的了。是不是？那個心…。先調整你身體的姿勢，第二步

是調整你的呼吸，呼吸要如何才合格？記住四個字，四個字。「細」，呼吸要

如一根線，越微細越妙。「He He Her Her」猶如拉風箱的便不行。「細」，

懂得寫個「細」字嗎？第二、「慢」，越慢越好，慢到幾乎覺不到它就更好。

但你不要強制它，它自然會慢的。你想它慢，它反為急的，不行的。不要管

它。細，你想它細是不行的，你越想細，「你弄細它吧。」它便「Fe Fe」聲

（快）的了，你試試看，細，慢。「慢」，你懂了吧。第三、「深」，深入的

深。何謂「深」？每一個呼吸直下去，過了肚臍的，有時還達至你的大腳趾。

是力，不是說呼吸的氣到，你的呼吸有一個力的。呼吸的時候，橫隔膜把你的

肺拉開，是不是？拉開橫隔膜你的肺便擴張，空氣便進入。你拉開的時候，橫

隔膜是要用力的。這度力，這度力是有個 Center ，有個重心的，力。 

 

普通的力其重心在那處？你呼吸必然要發一道力的，普通的在這處，是

不是？不行的，不到家，要在肚臍下面。肚臍下面，由肚臍起，一直到你的生

殖器那幅肌肉處，那一幅地方便稱為丹田。有人說：「你去找你的師父教你運

氣，他便說是在肚臍下面三寸那一點。」你問問他，肚臍下面三寸那一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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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人肚臍下面三寸和矮子肚臍下面三寸，便不同了，怎會是肚臍下面三寸如

此離譜的？還是一點，很幼的一點。如此講法就「死症」（沒救）了。所以盡

信書不如無書，盡信師父不如無師父。那一幅便是了，那裏是一點的？是一幅

的。那一幅即是每個呼吸都到達那處。慢慢地你會如何？呼吸是指那道力，並

不是指呼吸。因為到達那處之後，它會繼續如何？繼續如何？有一點漲的，你

呼吸試試看。你試試看，慢慢地呼吸，肚臍下面輕輕稍為漲一點，是不是？不

是說漲到幾寸的，是漲幾分那麼多，是不是？你覺得嗎？你這樣呼吸，你的腰

便自然一定要直。那條腰，不是這樣，這樣不行。要怎樣？你把你的腰伸直，

立刻放鬆；再伸又放鬆，再伸又慢慢放鬆，這姿勢便對了。如此，你的腰會如

何？你的頭、頸，這樣，成弓形。我現在這樣坐著，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弓

形。弓形，聽得明白嗎？弓字形，肚臍稍為「現現地」（向前凸），所謂拔背

含胸，所謂拔是拔這處，「拔」者挺起來謂之拔，背部脊骨挺起來。最弊是這

樣，這樣便不行，這處是直的。但胸是不直的，胸要「涵」。「涵」有人這樣

寫，「涵」是包容，包容的東西。有人寫「含」亦可以。「含」者包容整個背

脊，全部包含於此空間。「含」即包含；「涵」即輕輕凹下。切忌挺起胸。切

忌挺起胸，挺起胸是會搖擺的。坐的姿勢自然吸氣的時候，首先小肚下面稍微

漲，你不要谷到它漲成寸。 

 

「略得其意」記住，四個字。我先講完那四個字，「細慢深」，深至入

小肚，我講個「深」字。深到極的時候會如何？先是小肚向前凸一、兩分，跟

著向橫斜斜地的，你試試。跟著拉開脊骨不動，拉開。再呢？膊頭拉開。再

呢？力充滿頸部，再充滿了兩邊，再充滿整個肚。還有呢？手指、腳趾都有空

氣感的，空氣走遍一身。你整個身就如一個橡皮人，如以暖水灌滿整個橡皮

人。如此然後稍為停一停，它自己就走了出來。最深的時候便是如此，你初時

不要這樣，這樣是會壞的。你試試做到每個呼吸一定達到那幅地方，那幅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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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稱之 Indra，因陀羅。中國人稱之為丹田，又名氣海。有人說，我預先告

訴你，很多人常常教運氣的，丹田歸丹田，氣海歸氣海。不是的。佛家的智者

大師講，「丹田又名氣海」。為何又名氣海？我們呼吸就如空氣走進去，猶如

大海一樣蓄著、含藏著很多空氣，所以稱為氣海。你明白嗎？每一個呼吸都到

達那處，然後到了那處之後便屏息一會，然後才走出來。你又可以這樣想，那

些空氣如一條絲線，白色的、光的，一條線下來，幼幼的。 

 

入到丹田那處，轉兩個轉然後一條線地彎出去，可以不？轉幾轉，可以

轉多少轉？可以轉九轉。你試試。最少得三轉也可以，是不是？你不用故意，

它自然會這樣。這便是「深」了，明白嗎？「細慢深」，聽得明白嗎？上堂   

Take note  吧。第四、「長」。「長」， Long，呼吸要長，最忌短，短促。

呼吸要「細慢深長」。 

 

調整了你的呼吸，跟著看你的心。看心的什麼呢？第一，你查字典，有

沒有「五蓋」？其他的不用理的，最重要五種東西，沒有這五種東西便行。這

五種東西蓋，遮閉你的心、蓋著你的心，稱為「五蓋」。「五蓋」，我現在提

一提這個「五蓋」，沒有這五種東西便夠了，其餘的東西你不用理它。第一名

「貪欲蓋」，貪財、貪色，現在沒有，現在我靜坐。貪財、貪色的心一點都不

好要。看看有沒有？沒有了，沒有貪欲，沒有第一種蓋。第二種蓋、「瞋

恚」。嬲怒、忟憎。看看有沒有？如果有便入不了定——「瞋恚」。 

 

第二個「瞋恚」，是不是？兩個「土」下面一個「心」——「恚」即嬲

的意思。第二種蓋。第三、「昏沉睡眠蓋」。昏沉和睡眠合為一種，「昏沉睡

眠蓋」。如果有昏沉，你就如何？當你昏沉的時候，你的心就想，想這一處，

它便不昏沉了。老師「你請他錄，是不是？你便錄吧。不用擦，我自己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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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這一處便會不多昏沉了。如果這樣也處理不了，起來散步。記住，起來散

步。如果睡不夠，起來睡覺，必然無害，勉強是會弄出禍來。記住。那些坐禪

坐出禍來的，便是由於勉強。明白嗎？聽到不？名為「昏沉睡眠蓋」，有沒

有？如果有了，立刻對付它。 

 

第三（四），第三（四）種蓋稱為「掉舉惡作蓋」。「惡作」即解作後悔。

「掉舉」，「掉」字是什麼意思？「掉」者突然，即 Suddenly。「掉」，突然

間那個心好像 Rise（起），舉起來的。你試過不？忽然間個心這樣，稱為「掉

舉」，不想東西不行的，壓也壓不住的——「掉舉」。「惡作」，後悔。今天

我為何又不這樣呢？今天應該這樣做的，為何又不做呢？今天我都應該要念佛

的，為何我又記不起呢？你不要想，出了定再講，現在入定不要想這一種東

西。聽得明白嗎？好東西也不要後悔，壞的固然不要後悔。「為何我今天不偷

了那件東西？」固然是不好了。好東西你也不要後悔，因為這個時候不合時，

是不是？「掉舉惡作」的這種蓋。最「棹忌」是昏沉、掉舉這兩樣——「掉舉

惡作蓋」。一、二、三、四，第五種、「疑蓋」。「疑」，「都不知行不行？

如此便行，很簡單的。」你這樣的疑，猶猶疑疑又會影響你。這五種蓋，靜坐

的煩惱只有這五種，其他的你不用理。你沒有這五種蓋，即是調整好你的心

了，「調身調息調心」。 

 

同學：「剛才的那個昏沉、掉舉，一個人昏昏沉沉想睡覺…。」 

老師：「當然是不好，你都想睡覺你又走去入定。是不是？」 

同學：「…都差不多了，有點累。」 

老師：「有點累你就最好去睡吧。是不是？有點累。」我親口問虛雲和尚，睡

得不夠又如何？他說：「切記、切記、切記，睡得不夠你就去睡，睡醒再入

定。」虛雲說的，他最精彩是這句話。有人以為用什麼辦法，什麼辦法對付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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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他老法師是最老實了，睡得不夠就先睡足。好了，這樣便沒有了這五蓋，

然後便可以內住了。就是這樣，內住。懂得嗎？第一個內住。第二個呢？用我

們的意志力，控制著我們的心，令到它連續去內住。「等」者即連續，連續謂

之「等」，所以又名續住。印順法師便有一本名為《成佛之道》，這處不知有

沒有這本書呢？這本書是很好的，有沒有？這本書很好，他又是把「等住」改

為「續住」。因為近人很多把「等住」譯為「續住」，近來人所作簡單明了的

修行方法的書，最好便是…，和尚做的最好便是印順那個《成佛之道》了，簡

單。第二個「續住」。我們坐禪「內住」了一會兒個心便跑了，是不是？你用

意志力控制著不要跑，個心不要跑，連續、連續、連續，稱為「等住」。可以

嗎？這個「等」能否做得到？ 

 

同學：「一會兒。」 

老師：「一會兒便可以了，只是一會兒而已。」 

「內住」之後便是「等住」、便是「續住」了。是不是？試過不？試

試吧，今晚回去試試吧。你有沒有試過？未試過。你說吧，做到一會

兒便可以。跟著呢？他說明了，你初學的人只有一會兒，沒多久你便

跟著個心走了，會走了的。走的時候你會怎樣？安住。這個「安」是

動詞，即是英文的 Settle，把它安在那處不要動——安住。即是猴子

跑掉了，「唏，不要跑，坐在此處。」此謂之安住。把它安在那處，

就如那件東西丟了，把它安回那處，謂之安住。有很多人解作「安安

樂樂地住」。不是，全部弄錯了。安住的「安」字是動詞。你坐一會

一定是這樣的，你不要以為「我弊了」，原來正常規矩是如此的，個

心會亂的。不亂才是奇怪，亂才是正常。你坐一會，等一輪，沒多

久，忽然心便散亂。你一覺到的時候…。要多久才覺？便得看你的功

效了。有些十數分鐘，心便想著其他事情，想了十數分鐘，然後才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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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的心走了。那些便差了一點。如果你是幾分鐘，三幾分鐘而已，

就知道了，這樣好一點。有些是馬上便知道的，那些便是好的了。普

通的並不是馬上便知道的，經過轉折一下，然後才「咦，我弄錯了，

心亂了。」立刻把心安下來。我是觀想觀音的，馬上想著觀音，不要

做其他事。如此便是安住，第三個階段。行不行？回去試試，一定無

害。又說會沒有師父跟著必然有害。害什麼？那些人在亂講。有害？

那麼平坦的東西你都會有害？抵那些人被害了。是不是？怎會有害？

第三種…。 

同學：「那些著意的便會害，著意便會害。」 

老師：「太著意便會害了。人用意志力只是兩重用意志力，著意便因為意志

力。一到安住便不用，它走了去，叫它回來便算了。回來一會它又走

開，『唏，又回來。』猶如看守猴子，『唏，去吧，回來，回來。』

走了去又回來，有耐性地看守著。漸漸地它便不走了，安住。」 

 

第四呢？近住。安住就是那種初初的境，心走到很遠的。就如一個人的

心，由登打士街一路上、上、上，上到士嘉堡那麼遠，還未知道發覺的。你發

覺的時候就安住。這裏不是，近住，很近便馬上發覺了，不是會弄至差不多幾

乎不知的。心在亂，想、想、想，想了沒多久便「咦，攪亂了。」很近便發

覺。這即是什麼？你進步了。近住，是不是？近住亦需要經過一會兒才發覺，

並不是馬上發覺的。心一亂馬上發覺已經是很到家的了，這個講法是《解深密

經》講的，九種住心。又是什麼？西藏黃教教主宗喀巴教人入定又是這樣講；

彌勒菩薩教人修止又是這樣講。近住，懂得了？近住，行不行？有沒有人試

過？很多人都行，你試過不？你入過定不？學過了，你在那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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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加拿大學過。」 

老師：「加拿大有得學，在加拿大那處學？」 

同學：「我學瑜伽。」 

老師：「學瑜伽，是不是？學 Meditation 那幾間？」 

同學：「私人教的。」 

老師：「私人教的，是不是？中國人或西洋人？中國人，是嗎？」 

同學：「中國人。」 

老師：「中國人，是嗎？」 

 

講氣功，香港有一本書，一賣便賣了幾千本，三天賣完。所以中國人就

是崇拜外人，俄羅斯有一個俄羅斯人跟印度人學 Yoga，學了之後，他回去便寫

了一本書名《印度的 Yoga》。 

 

（中國）大陸的人，大陸是很流行，又講氣功。大陸人講氣功的，把它

做了翻譯，由俄文翻譯為中國文。在商務印書館，不知是在中華或商務出版。

那些人聽說，第一是外國人的，已經仰慕了一點。第二是俄國人，更加厲害。

俄國人本來是最不信這一套東西的，而他居然講這一套東西。第三是那些共產

黨都學的，共產黨最不信這東西，都學。弄到香港那些教氣功的武術師等等，

「Hum Hum 聲」（匆匆）跟著去買。還有一個，馬上照著它來教人。一買，

走到中華書局找，「你有多少本，我全買下。」全買下做什麼？被徒弟們買

清，看看還有沒有？商務書局是有幾間的，「你打電話去那邊買，有便立刻致

電給我，我來又全部買下，買清。」一個武術師父把它來買清。初初我買了一

本，第二天我去買便買不到了。我那本被人拿了，我另買一本，很平宜的，不

知是三、四元一本左右，但買不到。書名《印度氣功》，你現在看看有在賣的

不？這次我回香港走走，看看能否找到？找到我帶幾本回來。即是同樣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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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書局看看，很多的。那些「Teach Yourself」那些書，「Yoga Yoga」都不知

幾多？什麼「Step By Step」教你 Yoga。 

 

同學：「它並沒有教你去找，教你做那但不教你去找的。」 

老師：「因為你現在買的是最初級的，那些是「Hatha Yoga」健身的，它不教

你超凡入聖那些的。這些講法是高級 Yoga，最高級的 Yoga  來的。你

買了一本，是不是？好的，照著它學，先把身體學好，最重要，身體

好才好。」記住一句話，你們青年人，「萬事不如身手好」，記住。

如果是身手不好呢？有金給你拾，你也拾輸，拾鑽石你都拾輸比人，

是不是？最重要身手好，你想身手好，最好是運動，運動中固然什麼

也行。不過瑜伽最好，很接近，接近超凡入聖那地步。「萬事不如身

手好」，我也寫下最後那一句，「一生須惜少年時」。我們中國王國

維的詩，「萬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須惜少年時，那能白首下書帷」。

它說不要只做書呆子，咪著（投入）本書那一種，那種人是沒有用

的。近住，懂了。 

 

第五，近住這個功夫的時候，就要什麼？「調順」，「調」者調整一

下、調節一下，令到身體的精神都很順暢那樣。調整一下我們的身體和調整一

下我們的心靈，令到它調暢順適。即是檢討一下，我現在坐得怎樣呢？來一個

檢討，來一個檢討。檢討的時候，警醒自己。尤其是最重要，「我現在學入

定，知道我現在學入定，不是做其他事。」為何學入定？目標是要希聖希賢。

入定最「棹忌」，第一、最「棹忌」昏沉，我現在有沒有昏沉？如果有呢，馬

上對付昏沉。對付不了，走出去散步、去睡覺。如果沒有，看看有沒有掉舉？

如果有掉舉，馬上收拾個心。收拾也不行，起來走去看看風景、會打拳便打兩

下拳、會打太極拳便打太極拳。看看有沒有昏沉？有沒有掉舉？如果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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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讚美一下自己，「啊，我現在必定沒有，我現在很有進步。」繼續進

步的。這個即是中期檢討，你們做生意的，知道不？在中期的時候，來一次檢

討一下。九個住心，這個是剛剛中間的，來一個中期檢討。 

 

如此便是第六步了，到家一點了，就稱為「寂靜」。「寂靜」，你不

要…，這個不是 Adjective，「很 Silent」，不是這樣解的，是什麼？把那些煩

Stop 了，令你「寂靜」。明白嗎？是一個 Verb 來的，壓低它，除去它，是這

樣解的，「寂靜」。即是當那個時候，煩惱起的時候，煩惱是什麼？那五種東

西，貪欲、瞋恚、昏沉睡眠、掉舉惡作、疑，這五種東西。一起的時候，馬上

便察覺。「近住」便是近察覺，起了沒多久便發覺，是不是？「安住」的時

候，便要很久才察覺了。現在不是，馬上察覺。煩惱起，一察覺便不讓它起，

然後進了一步，謂之「寂靜」。煩惱起了之後，立刻壓下，此謂之「寂靜」。

「最極寂靜」，「寂靜」是要煩惱起了之後，然後你才知。「最極寂靜」又如

何？又到家一點。又如何？煩惱將起了，那些貪欲、瞋恚將起了。將起未起之

間，你已經察覺了，就是這樣。知道它將起了，馬上壓下不讓它起，這個是很

到家的，是不是？聽得明白了。這個便是「最極寂靜」，已經很好了，行不

行？你行不行？「最極寂靜」行不行？「寂靜」就可以，是不是？「最極寂

靜」，將起未起便立刻知…。 

 

同學：「多少雜念才知道便立刻壓下它。未起便知…」 

老師：「你快進入這一步了。這個是第七個住心。七個是很多，很長時候都不

行的。行不行？有沒有試試？試試吧，你一定這樣才行。」這步很進

步了，就是「專注一趣」，精神很專一，簡直是不做其他事，不想其

他事。「一趣」，只得一個趣向，就是個心如何呢？心專注於一個目

標上面。譬如你修觀音法，想著觀音，專注於觀音。專注只是以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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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但一路想觀音，你想一會念完去打麻將，是不是？但是你是在想

觀音的。就如小孩子在教堂，一方面在念聖詩，但是同時間想著去踢

足球，但他卻仍在念聖詩。行不行？有沒這些事情？在想這一件事，

同時又在想另一件事，這已經是很進步的了。 

同學：「經常有。」 

老師：「經常。如此他已經是第八級了，如果入定能夠如此便已是第八級了，

修止的第八級。」 

 

第九級呢？（等持）「等」即是連續，連續的心控制著。及串習力，即

自然而然，串習力即什麼？很自然的，不需用意志控制的。個心連續…，譬如

你觀觀音菩薩，連續見到觀音菩薩在那處，不會想著其他東西的，此為修止的

最高境界。能夠達到這個最高境界，是入初禪的第一個條件。還有一個什麼條

件才入到初禪？還有第二個條件，便是得輕安。又得到輕安，又達到九種住

心，二者皆做到了，便謂之入到初禪，初靜慮了。輕安以前講過了。如果能夠

做到「等持」而不得輕安呢，未能夠入到初禪。未入到初禪，能否稱作入了

定？未，還未入到定。入了定即是入了初禪。是否一定要第九級才起輕安的？

不是。有時在「安住」的時候，他馬上起輕安。「內住」一定不會起輕安；

「等住」亦不會那麼快起輕安。「安住」、「近住」的時候，如果你是老行

尊，這東西「安住」、「近住」你便起輕安了。你起輕安之後又如何？跳級

了，一跳便是「等持」了。輕安一起，一跳便是「等持」的了。換言之，即是

輕安一起便馬上跳到「等持」，中間那幾級可以跳過的了。但是如果你輕安未

起，一路一級一級，全部做了而輕安未起，未稱作入了初禪。明白嗎？ 

 

很多人說，入定是很無把握的，又不知怎樣啊？說什麼怎樣啊？是很有

規矩準繩的，一步一步。第一步如何？第二步如何？都不知多清楚。那些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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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只是他不肯讀書而已。幾乎像是小孩子跳格子，一格一格去。九級便

是九格，是不同的。最怕是有些人好高騖遠，「這些是漸教的法門而已，我們

是頓的，不用這套的。」如此他死了，他「死症」了。你是否頓？你先問問自

己是否頓教的材料？如果你不是頓教的材料，你「擇洗」（有麻煩）了。東施

效颦只得一個「醜」字。你是西施，皺起眉頭就更美。最怕你是東施呢，你的

樣子已經是醜了，再皺一皺眉頭，更加醜。此稱東施效颦，一段故事，西施很

美，有一次她心氣痛，皺起眉頭，人們說她「颦」，皺起眉頭更美。隔鄰有一

個東施，見了她一皺眉頭，便人人都說她更美。她不知道自己樣醜，她又猛學

皺眉頭，誰知人們看到她平常已經樣子不好的了，皺起眉頭更醜怪了。即是一

樣，你不是頓教的東西，你整天滿口頓教，你等於東施效颦同樣醜的。這便是

九住心，回答了你吧。 

 

九種住心做完，又得輕安，就謂之入了初禪。一入初禪，就謂之修止成

功。成功又如何？沒有的了，修止成功之後，由第一個層次，即是初禪，再進

入二禪，再進入第三禪，再進入第四禪。不過你想見道，普通是在第四禪見

道，第四禪才見。我今天答你九種住心，答到這處為止了。其他各事，講多則

無謂了，是不是？那怎叫修觀呢？觀很簡單，一樣東西。那些人整天在說修

行…。 

 

同學：「第八個專注為何會有兩面？」 

老師：「『專注』雖有兩面，但他已經專了一面。即如小孩子唸聖詩，任他想

踢球，想什麼也好，那些只是附屬。但他專一只是唸聖詩，此謂之

『專注。』」「等持」則沒有，唸聖詩便是唸聖詩，不會想踢足球，

不會想其他東西的。這是很難的，尤其是知識分子更難，越多思想越

難。那些老太婆則容易，那些不識字老太婆便容易做到個心專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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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不要小看老太婆，老太婆是容易的，我們則很難。 

 

修觀主要是修空觀，你想見道便一定要修空觀。修空觀現在佛經裏面常

常稱作修習，何謂修習？所謂修習呢，在定中。何謂定中？初禪以上便謂之定

中，記住。你不要以為，「我現在蹺腳，我便在定中。」這便「醜死人」了，

是不是？不是，是初禪以上。「明在定中」，我看你修在定中，不會找得出很

多的，在印度就多。在定中稱作修習，佛經裏面常常講修習。說修習，記住，

修習並不是你拿著木魚在念南無阿彌陀佛，「逼逼迫迫」，那些不是修習。修

習是在止觀裏面修習的，等間並不是拜懺便可算是修習。就要什麼？ 

 

老師：「滑了些，是不是？」你們有沒有寫下？修習是什麼？在定中。把你什

麼？修觀，觀一件東西，把這個程序在定中一步一步地觀。觀了，觀

完一輪。譬如我坐了一個小時，我入定修止已經佔了什麼？修止由初

入定，一直到輕安，普通的四十分鐘，四十分鐘便已經可以發起。如

果是初學就根本不會起。很到家的呢，也要二十、二十五分鐘輕安才

起。 

 

起了輕安之後，入了初禪。在初禪裏面就觀那種程序，在此觀了、想

了。例如你觀空，觀空是什麼？空，先觀一切境是空的，我所見的顏色，所聞

的聲音都是空的。何解？所謂空即是沒有他自己，沒有他自己的本質，都是由

條件做成的。例如，例如有一張檯，一張檯是什麼東西？是塑膠來的，一塊塑

膠板，幾條闊邊。和加以人工，加以各種裝飾的東西，各種條件。各種條件在

某一種情況配合之下，就有這張檯出現。這種條件一散開的時候，或是剛剛遇

著什麼？塌樓。如此這張已經不是檯了，不會永遠有這張檯存在的，所以這張

檯是沒有它自己實在的本質。即是 Not Real，明白嗎？假的東西，此謂之空，



14 

這張檯是空的。如此，塑膠又空不空呢？塑膠同樣不過是植物裡面的膠質什麼

的，完全是分子一粒粒結合而成為塑膠。離開分子並無塑膠存在，所以塑膠是

空的，不實在。空並不是解作沒有東西；空是假的，不實在的，即不是 Real

的。空便是這樣解的。聽得明白嗎？塑膠是分子做的，分子不空了吧？分子亦

是空的，分子是什麼？幾粒原子結合而成的，離開原子這個條件那有分子？分

子亦是沒有本質的，空的。原子以前說它是不空的，我們讀書的時候，便說原

子是不空的。 

 

現在的科學家說原子也是空的，是什麼？是一些質子和電子，一粒原子

核側邊有很多條軋道，那些軋道裏面，有很多質子繞著它來旋轉，或電子繞著

原子為中心來旋轉。離開這些一粒粒的電子、質子，根本就沒有原子。如此，

電子、質子有了吧？電子、質子只不過是科學家假說是有，世界上沒有人見過

一粒粒的電子，亦沒有人見過一粒粒的質子，不過是學理上認為有這個可能。

但學理上認為有這個可能是靠不住的。以前，幾十年前說原子是最後的，幾十

年後卻說原子是假的。再過幾十年，很容易電子、質子都是假的，現在已經有

此趨向了。所謂電子和質子是什麼？一個電力的單位而已，一種能量的單位。

能量到底是什麼？天曉得。那個講的科學家也不知，所以由此看來，凡是現象

界的東西，沒有一樣東西是真實的。現在說能量是真實的，能量只不過是一個

假名稱而已，再過多幾十年，能量便不知是什麼東西了？而且我們相信邏輯，

相信歸納法。科學家所用的方法是什麼？這東西空不空呢？把其他的東西樣樣

看，樣樣東西都空。樣樣東西是東西，樣樣東西都空。這東西也是東西，這東

西應該都是空。科學的定律是這樣來的，如此來判斷它空。 

 

除了能量之外，樣樣東西都是空的。能量亦是東西，其他東西亦是東

西。凡東西都是空，除了能量之外。能量既然是東西，能量亦是空，所以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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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空。空與不空是一種什麼？記住，空與不空是一種什麼？一種 Concept   

來的，一個概念，Concept。概念是如何起的？一個思想活動和腦細胞的活動，

與及我們一種，腦裏面一種潛能、一種活動現起種種 Concept 而已。離開種種

條件，根本就沒有 Concept。為何杯不會有 Concept？因為它沒有這些條件。所

有 Concept 都是眾緣，「緣」即是條件，各種條件配合然後出來。空與不空是

一個 Concept，這些 Concept 都是條件做成的，亦是空的。空亦是空。能夠了

解空的智慧，空不空？更加亦是空，凡講得出的都是空。如此，講不出，空不

空？「講不出」這三個字都空。想到此處，不能再想了。所有概念、所有

Language、Concept，在此情形之下又如何？好像全部沉沒那樣。 

 

修空觀便會這樣，那時候那種真正空，謂之空性。那種真正什麼都是空

的，不實在的，那種 State，那種狀況便出現了。即是我們要把這種歷程，今

晚又修修，明日又修修，日日又修修。修得多便會如何？到成熟之時覺得猶如

親歷其境，整個是空。空的狀態是如何？空性出現。空性是沒有時間的。何

解？時間是一個 Concept 來的。有沒有空間？沒有空間。空間也是一個   

Concept 來的。有沒有「有」？「有」亦是一個 Concept  來的，沒有「有」

的。既然沒有「有」，「有」沒有的。「無」都是沒有的了？「無」也是沒有

的。「有」又是無，「無」又是無；「有有無無」都是無。當那些 Concept  

全部都沉沒的時候，那時候那種真正空的狀況整個顯露，就如親歷其境。那個

時候擺脫一切語言。 

 

修習的目標，那目標出來了，把真空空性，整個就像跳出來的那個狀

況，超過時間，超過空間。那時候很清楚，因為在定中，心是很清楚，但又沒

有概念、沒有名言。只是把觸一會兒，初初見道只是一會兒，可能一分鐘，半

分鐘也不定，便出定了。出定…，未，未出定。那種智慧便沉沒了，那種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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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沉沒了。然後概念出現了，有語言、有概念，那種稱為後得智。前面那種

稱為根本智。根本智便收回，後得智便出現了。便知道「啊，原來剛才我見道

了，剛才見那個超過時間、超過空間，又一切語言都不可說的那種情景。」那

種情景便稱作真如，就是佛性，就是我的本來面目。原來我就是如此，一切東

西都是假的，那個才是真的我。我的本來面目，此謂之「證得」你的本源佛

性、證真如，便是此種境要在那處？第四禪的時候。不是說現在講，講講可以

嗎？講不是的，講講而已，是不是？你說殺人，你講一萬聲殺人，那個人也不

會死的。你講講可以嗎？講並不等於事實。懂得解嗎？ 

 

修空觀。這不是很容易嗎？那又不是很容易的，我剛才把張檯比喻，檯

就如此，如此類推。檯如此，佛像都如此、山亦如此、多倫多的安大略都是如

此、地球亦如此，一直類推，太陽亦如此、三千大千世界都如此，都是空。要

觀空，原來空都是空，一切境是空、那些 Object 個個都空。如此我的心空不

空呢？境是空，沒有境如何有心生？境都空了，心亦不生。心的生起要有境作

為條件的，境既然沒有，心也沒有，心亦空；境又空，心又空。境空即是物

空，心空即是我空。心空、境空謂之物我雙亡。物我雙亡的時候，就真的好像

大地平沉，連個空都空掉，空就如虛空一樣都粉碎掉。所以禪宗的人歡喜說

「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那個月溪法師，你媽媽的師父，是不是？月溪法師

就是歡喜說，說的時候「『卡』的全部打破漆桶就最歡喜。」人們莫名其妙，

為何講話中（突然）「卡」的呢？原來他是講這一套東西，不是真的有聲音。 

 

同學：「在那個時候，是有沒有意識的？」 

老師：「意識。有些人要離意識，『離鬼離馬』，你叫他多讀點書吧。」 

同學：「即是沒有概念，但是依然有意識？」 

老師：「是的。有意識，沒有概念的意識。根本智出現沒有概念，有些人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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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也不對。這些人最笨，讀書少的人最笨，所以讀書少的人想的東

西，我都看他不起。多讀幾本書才講吧，我都懶得跟你講。但他不反

駁我呢，我便津津有味和他講；如果他是在討論那些，我都不理睬

他。只是講給你聽。開口又說不要語言文字，閉口又說不要意識，不

要意識修觀用什麼去修呢？不論你修觀參禪，什麼都用意識的。還

有，有些很笑話的，有些還是禪宗的大德，都很笑話的。如何笑話

呢？如果站在唯識宗、華嚴宗的人來看，這種人根本是在猜謎、講故

事，這種人簡直是戲論。 

 

從前有一個法師，他要選擇徒弟，選擇幾個高級弟子，便叫了弟子進

房。他在一個方丈室裏面，「逐個進來」，必然是最出眾的大師兄先進了。

「進來。」「師父你叫我如何？」「行，你走去左面。」弟子便走去左面。

「再走去右面。」他便走去右面。他便罵這個弟子，說他隨聲逐色。隨聲逐

色，「逐」字是作跟隨解的。「人說左你便說左，人說右你便說右。你沒有

用，出去。」「隨聲」嘛，我的聲音叫你左你便要左，我叫你右你便要右，你

這種人是跟著人走的。即我叫你如何，你看我顏臉，我叫你如何，你便如何照

著做，這一種人沒有用。你這種人怎可以見性呢？出去。」這個大師兄便垂頭

喪氣被他趕了出去。你做師父你就教人要離語言文字，要教才是，你如此，他

聰明才知道的，他不聰明，「到底師父應如何做呢？叫我左邊，我去左邊又不

對，去右邊，右邊又說不對。」如果你不聽他的話，他又會說你不聽他的話，

怎辦？令人無所適從。正式教人學法，不是這一種。現在的教學法，也是不對

的。我看很多語錄，很多禪宗語錄的，如開玩笑，戲論一樣。 

 

第二個了，第二個師弟進去，見到師兄垂頭喪氣出來，到底怎樣呢？

「他叫我左，我左他又說不對。去右，又說不對。還給他罵了一頓，說我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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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色。」他便進去，「這次我行了，他叫我左我便不左，叫我右我便不右，如

此我便行了。」誰知他進去，「師父，你叫我怎樣？」「去左邊，過左邊。」

他又，「不去。」「去右邊。」他又，「不去。」一於不聽。「沒有用，你都

未曾受我教訓，就不聽我的話，快點走。」他這一套東西即是告訴你，凡是有

概念，有語言的都不對，最高的境界就是擺脫這一切的。是的，這個他是對

的。 

 

但那兩個如此蠢的人，你給他這一套，怎行？假使一個人，很聰明的

人，也會撞板的。對著聰明的人，他說你不聰明便行。你是聰明的，他便說你

聰明無用。你不聰明的，他又說你蠢材，是這樣的。無用，所以我不取這一

套。 

 

還有，那個殺貓，白白殺死了一隻貓。那個南泉，是不是？南泉殺貓。

是不是？南泉法師在那一間寺裏面，有幾百和尚的，東面一個宿舍，西面一個

宿舍，東單、西單。東單那些和尚養了一隻自來貓，那些和尚慈悲，見到貓兒

走進來沒有吃的，便給它飯吃。便養了貓兒，貓兒餐餐吃飯。但貓兒是四圍走

的，走到去西單那邊。西單的和尚見到貓兒這麼美，又給它吃的。如此兩面

就…。日子久了，西單的人日日餵貓，就不讓它回到東單。東單的和尚便興師

問罪，你取去我們的貓，貓是我們的。這些是什麼？表示我執，是不是？有何

所謂你我呢？兩個吵起來，幾乎打起來。東單、西單兩組人，兩組和尚，為了

貓兒幾乎打起架來。有此情況必然是方丈主持趙州…。趙州和尚，是不是？ 

 

同學：「南泉。」 

老師：「南泉，是南泉和尚。」他看見這班人那樣子，最後走出來問：「幹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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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取了我們的貓。」 

他又說：「貓是自己來的，我又沒有偷你們的。」大家在爭。 

這位老和尚，怎也不吭聲，走到廚房裏面拿了一把刀，一刀斬死了貓，

斬下了貓頭。意思即是什麼？你們班人爭來爭去都不外是我執、法執，第一、

執著什麼？我。這隻貓是我的，有個我執。第二是法執，執著有一件東西叫做

貓，貓兒很美。世上有些事情謂之養，現在我養這隻貓。我執、法執。有我

執、法執，然後才弄出那麼多問題。沒有我執、法執，這個世界便沒有紛爭。

換言之，這個世界天下本無事，你弄出那麼多事，就是什麼？庸人自擾之。你

班人是庸人自擾，最好是把我執、法執斬去了。他拿出一把刀，斬下了貓頭。

是的，道理這樣是講得對，但貓兒無辜嘛，你為何殺了它？是不是？而且你身

為和尚，你都不應該這樣做，居士都不會這樣做的。白白斬了貓，身為和尚是

不應該的。剛剛南泉來到…。不對，是趙州。趙州來到看見他這樣：「你們怎

麼弄？」南泉便告訴他，剛才是如此這般，便斬了它。「你覺得怎樣？」那個

趙州和尚，一句說話也不講，脫下鞋，反轉鞋放在頭頂，搖搖擺擺地離開。意

思即是什麼？鞋是踏在地上的，你把它放上頭，這便是顫倒了。這個世界本來

是無事的，因為我執、法執，那班人顫倒了。你又要走去殺貓，亦是顫倒而

已。反正一切都是顫倒，我走了。是不是？是不是這樣？是否如此？是的，我

們幾百年之後想才是如此，當時的人就莫名其妙了。到底他的意思是否如此

呢？我不過是這樣想，想當然而已。是否真的如此？我也是不知的？要找他來

問才知。是不是？ 

 

這種法門，在印度的佛教，沒有這種法門，是中國人才有的。這種法門

是什麼呢？在現在的人來講是什麼？佛教的空宗、般若宗，即是講空的派別，

傳入了中國，和中國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那種講老子、莊子的哲學。這兩種思

想結合起來，便弄出這一套思想。你看看哲學史，是這樣講的。於是便搞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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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東西，恐怕沒有人信，勉強作了一段故事。他說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

有一個大梵天王跑來獻花。佛不是無情的，佛都有活活潑潑的情感、的心情，

於是佛看見獻花，便拈起朵花，對著朵花微笑。於是座上一千二百五十弟子，

幾乎沒有一個懂。獨是一個老人家大迦葉懂，大迦葉亦隨著一起笑，於是釋迦

佛便知道他懂了。於是對他說：「我有一個涅槃妙心，我有一個正法眼藏，涅

槃妙心，脫離語言文字，以心印心的，我現在傳給你了。」於是迦葉尊者就得

到佛的印心。釋迦佛是第一祖，迦葉尊者是第二祖。如果不算釋迦佛，迦葉尊

者便是第一祖了。一路傳，傳到菩提達摩第二十八代，傳到中國。作了這樣的

一段故事，只是作的。「是有經根據的。」你找那部經出來看看，沒有這部經

的。沒有這部經的，《大梵天王請問經》，沒有這部經的。 

 

你說：「中國未譯。」未譯你又如何能知呢？又講到像是真的有此經。 

你說：「達摩祖師講過的。」那個時候聽？誰證明達摩祖師講的？ 

 

如果傳說都說是真的，基督教、天主教就最真。《舊約》所講的上帝是

怎樣的，真主如何創造世界也是真的了，若傳說都說是真的話。既然他人的傳

說不是真的，你的傳說同樣不是真的了。沒有，沒有這些經文的。 

 

還有，那些佛，一個佛傳一個佛，總共是七佛，一路傳到釋迦牟尼是第

七個，其中每一個佛傳給另一個佛，又有一首偈的。有些偈都不知在講什麼，

你拿那一本書看看。那個，「法法，諸法本無法」，法本來是沒有法；「無法

法亦法」，那些沒有的法，又謂為法；「今付無法時」，現在我把無法付給

你；「法法何曾法」，那些說是法的法又何曾有法到呢？那些像是猜枚，猜謎

的，七佛傳心的偈是如此的，這樣講是太鄙陋了。你又不要說，「羅先生，你

如此膽大，七佛偈你都說它…。」我根本都不信這說法，必然是這樣講。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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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閣下的事，你便視他為神仙。所以將來我們的智慧不可不知，…。 

 

同學：「是作的…。」 

老師：「是的，是作的。七佛偈是作的。」 

 

還有，那個六祖傳燈那些偈，是不是都不知。現在總之你這樣，現在你

想講《六祖壇經》和以前不同了。十年前講《六祖壇經》和現在不同的了，如

果你講《六祖壇經》還是十年前的講法，就用「鄙陋」兩個字便可以。現在

《六祖壇經》你最好去香港吧，在香港中華書局買二本書，一本是《六祖壇經

校釋》，厚厚的，是校的，把《六祖壇經》那五種版本，就如我本《金剛經》

對照那樣。一行一行對照，那一個版本多了一個字，那一個版本少了一個字；

那幾句是後人大概是誰加進去的之類。都應買，一本是（郭朋的）《（六祖）

壇經校釋》，另一本是（郭朋的）《（六祖）壇經對勘》，兩本，十元你差不

多可以全買下了。你去中華書局，在那處可以買到？中環街市隔鄰，那條是域

多利街（域多利皇后街）或什麼街？中華書局那一條…？中環街市右邊是否域

多利街？有一間三聯書局，我兩本都在那處買的，在那個盧天庇醫生樓下。那

本書我也不知，我初初沒有發覺那本書。我碰到盧天庇。他問我：「你有沒有

看過，原來《六祖壇經》裏面有很多假東西的。」因為我講過《六祖壇經》。

我聽說是有幾本校勘出版的，我買不到。「可以買到，快點去買，快點去

買。」一買便買了兩本。現在講《六祖壇經》又找我講。 

 

同學：「是誰著作？誰編的？」 

老師：「是誰編的？一本好像是郭朋。另外一本是誰的就不知，他只是對勘。

只有那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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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多講佛法的，很多是跟以前的不同。從前以為講《般若經》，從

前講般若、講空，以為一個「空」字為便了知。原來不是。現在近年來，中國

人講般若，講來講去就只有一本《金剛經》加上一本《心經》，弄來弄去都只

是弄這兩本經。現在的人，《金剛經》已經不是跟以前的講法，我這個講法已

經是跟其他人的講法不同了。還有，講般若是在講什麼？現在的人講《大般若

經》，《大品般若》。《大品般若經》是講什麼的？拿著《現觀莊嚴論》來

對，誰先對的？西洋人先對的，就是那位 Conze，你們買那本書的那個 Conze  

先對的。現在講《般若經》，要走那一條路，對著來講。現在中國很多老人

家，根本連這些經也沒有讀過，所以現今差不多沒有人敢講般若的，很少人這

樣講般若。 

 

有一個和尚，他現在台灣，不知他講得怎樣？他是走這條路線的，一個

和尚，名為...，我教他的，…永惺法師。辦了一間佛學院，找我去講般若

學，有幾個和尚，有兩個學得很好的，其中有一個被永惺法師趕走了。永惺法

師說他戒律不好，趕他走，那個最出眾。第二個名文慧，這個便去了台灣。他

去了台灣，因為幸好他懂英文，他便讀了那本 Conze，Edward Conze  本書，

做得很好。他現在…，他臨回台灣的時候，我說：「我將會去加拿大，你回台

灣有什麼工作？」「我花兩年功夫，我要重新弘揚般若。」現在他在台灣有什

麼作為，我則不知道。這個和尚出眾在那方面呢？他原來在馬來亞預科畢業，

預科畢業大概是現在 Form 7 的程度，看這些能看懂的。他肯繼續做功夫，肯

看英文本的佛經。現在講般若和以前是不同講法的了，現在甚至講《金剛經》

也不同。現在就是《心經》都是另一種講法的了，現在的人已經把梵文重新校

對。 

 

同學：「你影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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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羅教授，修止觀是首先修止，然後才修觀。」 

老師：「修止觀在未入初禪之前，你可以輪流修。大底是這樣，你每天坐一個

小時的時候，大概修止的時間佔三分二，修觀的時間最多是佔三分一

而已。不要太長，因為修觀會疲倦，修止不疲倦，止多觀少。你在未

得初禪之前，你所謂止觀，並不是真正止觀，稱為隨順止觀。你所修

的止不是真的止，稱為隨順的止；你所修的觀稱為隨順的觀。到了你

做到『等持』之後，又得了輕安。你入了初禪以後，那個時候再修止

觀，便稱為正式的止，正式的觀了。所以學修止觀的時候，在未得輕

安之前，以修止為主，修觀為副，作為練習。不過你修止、修觀未得

輕安之前，都是假的。」 

 

同學：「現在普通我們觀便是假的。沒有止觀之後，觀便是…。」 

老師：「止成功之後，然後才作觀。」 

同學：「…正確，現在觀之後只有一個問題，開始有什麼？」 

老師：「是的，可以，修了觀之後都是概念，不過是很冷靜，定中意識修。一

路要在第四禪裏面，把那些名言概念全部擺脫，那個時候顯現的境界

謂之空性，śūnyatā，空性了。空性即是真如、即是佛性、即是佛的法

身。聽得明白嗎？聽得明白了。」 

老師：「啊，你有沒有看過？你看得明白嗎？看得明白了。看得明白，我把這

些也給你看，給幾頁你影印。」何解呢？因為我沒有時間，我講到九

月初便先停止，將來再算了。有人要我也講《心經》，現在這樣計

算，在我回香港之前，沒有時間講了。 

 

我在《心經》裏面，我把圓測法師的《心經》，把不等用的字刪了它，

有些要加長一點，用字去解釋的，你看到嗎？旁邊的字是我加進去的，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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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你容易看得多。那些稱為串珠來到解釋，如果你是聰明，又有佛學底子的

呢，你都不用人解，你自己可以看得通，不用我解的。如果你稍為差一點的，

就要人解才行。不過必定明白的，不會不明白的。 

 

同學：「是否這些小字？」 

老師：「開示的『示』字便是我加的。『開敷妙門』四個字是作何解呢？開示

和敷設那些微妙的門，是我加進去的。斜字是我加的，中間的字是它

原來的。又間中刪了它原來的字，有刪。如果加呢，我必然是寫斜字

的。你是否覺得有些旁邊的字，你看很多，是不是？」 

同學：「影印的時候，旁邊這四個字不見了，因為那些紙短了。只有這處。」 

老師：「啊，這樣。你加回它吧。」 

同學：「我已加回了。」 

老師：「你再影印六張，下次交還我。你自己看…。可以的了。很難的，人人

說學佛經很難的，難看，你自己走到『堀頭路』（死胡同）就難。」 

老師：「七十一頁，是不是？嗄？講到一七一頁，現在是一七二頁了，是不

是？」 

同學：「一七一頁（新書二四九頁）那兩句未解。」 

老師：「釋所以，『釋』是解釋；解釋；『所以』即是理由。解釋為何念《金

剛經》反為…。」 

 

不是。為何一個菩薩對於無我和無生法忍裏面能夠堪忍呢？我先要解上

面那句。上面那句，如果有…，即一七Ｏ頁。它說，善現，如果有一個善男子

或有一個善女人，他用殑伽河。殑伽河即現在印度人名為 Gaṅgā，英文譯為   

Ganges；Gaṅgā 河，那條河是最多沙的。你現在有沒有看電視？印度水災，孟

加拉水災，那條河是在恆河旁邊的一條支河，那處的水災淹死了很多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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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沒有吃的。那些人又水葬，死了的人便拋入河中水葬。沖不走的時候便吃

那些什麼？我有一個朋友，現已死了，在香港他名韋達，他跑去印度旅行。人

們去印度必定去恆河，去朝聖地。他又走去恆河朝聖地，他見到恆河真的很浩

瀚很闊。人人去到都去沐浴、洗身的，他又準備下去沐浴、洗身。不多遠的上

游，聽到「傾傾 Kwan Kwan」的有人念經念咒，問問人在做什麼？「沒有什

麼，上面水葬而已。」他說：「別弄了，上面水葬，水葬即是拋死屍下水。我

在下面沐浴。還是不下水，脫了衣服也穿回，趕快跑回來。」我聽說是這樣

的。他們認為怎樣？他們認為這條死屍拋了下水，所有無始以來的罪惡，被聖

水一洗便會洗淨的，如此迷信的。那條恆河是最多沙的。它說，以恆河的沙等

那麼多的世界，一粒沙一個世界，載滿了七寶，「盛」者載也。 

 

來到奉施捨給如來，施捨給如來、應、正等覺。你們念咒是念什麼？念

念下念什麼？namaḥ tathāgata，是什麼？如來、tathāgata。應、arhat，arhat

便 是 應 。 namaḥ tathāgata arhat 那 些 。 samyak saṃbuddhaya ， samyak 

saṃbuddhaya 便是正等覺。你現在讀很多咒文，就是什麼？如來、佛、應等

等，然後最後幾句咒便是如此說。譬如你念藥師咒，念藥師咒是很靈驗的，對

治病或什麼是很靈驗的。藥師咒， namaḥ bhagavate bhaiṣajya ， namaḥ 

bhagavate bhaiṣajya；即是如來，是不是？ arahant samyak saṃbuddhaya；

arahant 即應；samyak saṃbuddhaya，正等覺。然後呢？samyak saṃbuddha。

namaḥ bhagavate bhaiṣajya，如來、應、正等覺。namaḥ bhagavate bhaiṣajya 

gurute，bhaiṣajya、藥，medicine，藥；gurute、老師；藥師；rājāya、王；藥師

王即是藥王。然後是 samyak saṃbuddhaya，然後才是 tadyathā，tadyathā 即是

你現在念咒的怛姪他。念準提咒什麼的 tadyathā oṃ 那個。tadyathā，tadyathā

即是什麼？「即說咒曰」。tadyathā 即是「即說咒曰」。下面那句才是咒，oṃ 

bhaiṣajye bhaiṣajye mahābhaiṣajye 。 oṃ 即 是 皈 依 佛 ； bhaiṣajye 、 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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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ābhaiṣajye 即是大的藥。samudgate，這個是大的藥或大的正覺；rājāya 又

是王。svāhā 即是什麼？等於中國的什麼？「急急如律令」差不多，快點快點

成就的意思。 

 

好像你念大悲咒，namo ratna trayāya。那本《大藏經》裏面那本經

namo ratna trayāya 他是一句，nama āryā 他是二句，便作為兩句了。其實不

是的，人們其實是一句， namo ratna trayāya nama āryā valokite śvarāya 

bodhi sattvāya mahā sattvāya，那麼長。就是什麼？南無大悲聖觀自在菩薩摩

訶薩，那麼多句只是合而成為一個觀音菩薩的名字而已。你現在的經裏面分為

幾句。如此很多弄錯的要重新弄過，那麼長，共二百多句，到最後那句才是

咒。唵 悉殿都 漫多囉 跋陀耶 娑婆訶（ oṃ sidhyantu mantra padāya 

svāhā），那句才是咒。之前的是佛菩薩名字，那句所謂心咒那句才是咒。整串

那麼長的大悲咒原來就是 oṃ sidhyantu mantra padāya svāhā，那句才是心

咒，那句才是正式咒。所以以前的人念大悲咒，要念那麼長，一小時念不了多

少遍。 

 

日本人是很聰明，很精靈，大悲咒他只念七遍。其餘是什麼？只念最後

那句 oṃ sidhyantu mantra padāya svāhā，如此便算是一遍。還有西藏人更精

明，把大悲咒念七遍，全篇念七遍。念完之後念六字大明咒替代，念一句六字

大明咒就作為一篇大悲咒。oṃ maṇi padme hūṃ 他便作為一篇大悲咒。凡觀

音的咒，什麼也好，多長也好，念七遍。念完七遍之後念一句六字大明咒便代

替一遍，西藏人是如此的。 

 

你看看這處，它說如果一個如來、應、正等覺…。不對，被他施捨，把

七寶施捨給如來、應、正等覺。若果另外有一個菩薩，「於」即對於，對於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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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對於無我的法，佛經裏面講無我那些法。佛經裏面在講無我那些法、無生

那些法。什麼是無我法？什麼是無生法呢？什麼是無我呢？無我即是空，沒有

了個我。我即是一個永恆不變，獨立的東西稱作我。無我便是沒有他自己永恆

不變、獨立的身驅。即是由條件配合假的存在，此謂之無我。人是什麼？色、

受、想、行、識五蘊結合而成的，根本是沒有一個 Self，沒有一個自己的。完

全是條件來的，一堆細胞，祖宗的遺傳，是不是？還有這個社會的文化，那麼

多東西結合，這個條件結合，於是有我這一個人出現。有這個東西會吃飯、會

說話的東西出現。所以這一件東西根本沒有一個永恆不變之主人翁的。這便是

無我，即是個我是空的，我是空的。不只我是空，一切事事物物，同一道理，

每一樣東西都是空的，此謂之法空，又稱為法無我。人無我、法無我，我空、

法空，我法皆空。把我法皆空入了一種無我觀，無我觀即是空觀。入、入到盡

頭的時候，便即是我剛才講，連語言等都無我，語言、概念都無我，一切皆無

我，根本是沒有東西。那個時候，空性便顯現出來了，那個無我性，真正的無

我法顯現出來，那個便是真如。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