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俗諦最高級的就是真如、佛性，沒有得再高的了，再高是講不出來的，講不出

的那些勝義就是甚麼啊？「勝義勝義」，比較這個「勝義世俗」又高級點的勝義，叫

做「勝義勝義」。這個最高了，「勝義勝義」不可說的，世俗諦裏面它沒有份，是

嗎？這個就叫做甚麼？叫做二諦，唯識宗裏面所講的四重二諦，三論宗的講法與它的

講法有些不同，講道理就最高的了，明不明白？

好了，講到這處，我就講一點世俗的東西，講一點世俗的東西給你知道，譬如有

人問你，譬如你的兒子去中學聽老師講完書回來問你：「爸爸，為甚麼我們要守道德

啊？」會不會啊？他會這樣問的，「為甚麼我們要守道德？老師要我們守道德，要守

規矩，為甚麼我們要守道德？為甚麼我們要守規矩？道德多少錢一斤買的？」會這樣

的。那麼你怎樣答呢？要分級來答的，答案有幾重的，一重是怎樣的呢？「世間世

俗」，是怎樣的？「你不守道德，你以後死了，閻羅王勾你的舌根，推你上刀山，將

你像炸油條一樣下油鍋炸了，現在已經有一個灶君記下你了，你做過甚麼錯事，你一

死，那牛頭馬面就來了，未死就來等你了，所以你不守道德，就有這樣的危險了。」

你的小孩如果真是蠢蠢的，他就不敢作惡了。

如果他是文盲，他就害怕極了，你對那些文盲是這一套最有效了，不可講太高深

的道理。中國很多舊時是甚麼？「女子無才便是德」，那些女孩為甚麼那麼聽話？主

要就是那些神權，是嗎？她怕閻羅王，她也沒讀書，舊時不會讓女人讀書的，中國和

印度都不會讓女人讀書的，與她們講道德就以這個，神意，這個是神的意思。你不聽

神的意思就不好了，這些是甚麼？「世間世俗」。世俗諦固然是世間人的世俗，那些

阿婆的世俗來的，你明不明白？聽明白「世間世俗」了嗎？

如果高級點的就怎樣？他又怎樣？他（長）大了一些，你這樣講就不行了，如果

他讀書中學畢業還這麼說的話就會撞板了，你要怎樣呢？跟他講道理。明不明白？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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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說的是甚麼？神意啊！要守道德，為甚麼我們要守道德？是神的意思。現在高級一

點就是功利，功利主義，你是社會上的一份子，如果你不守道德，就弄污糟（骯髒）

了這個社會，間接就轉到你那處，還有，你搞壞了這個社會，將來你生的兒子，這個

社會一壞你的兒子就遭殃了。你愛不愛你的兒子？如果你愛你的兒子，你就乖乖地守

道德，別人不守道德，你都要勸他守道德。因為守道德就有功，是嗎？不守道德就沒

有功，守道德就有利，不守道德就有害，這些是功利主義，因為有功有利的，所以要

守道德。

講道理，不用閻羅王嚇他的這些，西方人、番鬼佬就是這種，番鬼佬有些還是要

耶穌，信靠上帝的，但是那些所謂知識份子很多都是功利主義，這些是有一番道理，

但仍然是世俗而已，不是很高級的，都是要計較，要打算盤的，是嗎？守道德的算過

數是上算，不守道德的就不上算？是嗎？仍然是要打算盤，這個是功利主義。你守不

守道德啊？你知道有功有利啊，如果我不守功利又如何？人生幾十年而已，何必理那

麼多？只要我過得去就算了，有些人是這樣的，好多這樣的人。

這種人又怎麼樣呢？你講功利主義、道德他都不肯信，他又說自己聰明，這樣你

會說：「這樣的話，法律會制裁你的，社會上人人都不信任你的。」他說：「不要

緊！你這樣蠢的人才會讓法律制裁，我這麼聰明的人會走法律漏洞，法律都制裁不到

的。」有些是這種人的，你走私就會被人拉到了，我走私就是不會被人拉到。這樣，

還有法律制裁不了外，你搞壞了這個社會啊，他說他不壞就行了，有得享受就得了，

社會壞了是社會的事，如果跟他說：「你孩子將來會讓社會糟蹋了，會連累你的孩子

啊！」他會說：「我不生孩子就可以了。」是嗎？「或者我的孩子跟我一樣聰明就可

以了。」

這就功利主義也沒有辦法了，那又怎樣呢？沒辦法！真的沒有辦法！這樣就是

了，於是有些人說功利主義都是低級的，不是的，人是有良心的，人是有良知的，是

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有同情心的，你作惡就別人受苦，你忍心嗎？如果

2



你這樣也忍心，那就不是人了，這些叫做甚麼？良心主義，良心主義是否比功利(主

義）高級一點？你說。大慈大悲啊！總好過拿著個算盤呀！是嗎？高級一點啊！他這

個良心是甚麼呢？是他自己體驗的，他確是覺得自己有良心的，不能做那些壞事的。

證得良心，是不是更高級呢？你有沒有良心？你說功利好抑或是良心好啊？良心

好點吧！高級一點！不過，只是講良心會被人搵笨（找便宜）的，是嗎？要懂得一些

功利才行。這個是「證得世俗」，這還不夠高級，再有良心，不做壞事，都是不夠，

要最高的那又怎樣？都不用講良心了，我根本就沒有興趣做這種事，這種事都是污糟

邋遢（骯髒不淨）的事，我自己的品性是很高級的，都不是因為講良心才這樣的，總

之我對人不好的，我自己就不安樂，我不計算良心不良心的，總之我就是不願做這種

事。這是最高級的，是嗎？講不出來的，都不用講良心的，自然就不做了，「勝義世

俗」，是嗎？最高的。要講的，說不講，但還是會說一點的，都是不夠高級，人家都

不讓人知的，總之我就是不做壞事，我也不用別人知。要別人知我是好人的，都還是

低級。最高級的了，你做不做得到？

學生：「沒有，還沒有。」

這一級已經不錯的了，是嗎？「勝義勝義」，甚麼是講道德呢？那些普通的要讓

神來嚇的，這些是「世間世俗」的道德；拿著算盤在計較有沒有利的，這些是「道理

世俗」；講良心的那些就是「證得世俗」。「啊！我要做聖人，做賢人啊！」擺明了

聖人還未做到的，都還是不夠高。勝義世俗，勝義就勝義了，但還是世俗，我都不講

的，都不需要你讚我的，總之我都不做這種事，這是最高的「勝義勝義」，是嗎？所

以，你不要說人，我們都明白所謂道理，都是有四級的。你看一下這處，世間，是

嗎？「世間、道理、證得、勝義」，是嗎？這些叫做四重二諦。

所以當你聽見你的婆婆說：「你不要做壞事啊！你不要說謊啊！說謊就會勾舌根

的。」你不要說她，你阿婆是這樣的，她因為還沒識字，你要說她都是對的。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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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在她來說是對的，因為她不敢做壞事啊！是吧！不做壞事就是對啊！對的啊！但

是你不夠高級而已，你何需要那麼高級？不做壞事就好了。第二呢，對你兒子那些

人，他學了一套倫理學，或者學了一套思想，回來說要如何如何的做法，講功利的那

些，你也不要說他不夠高級，他了解到高級過阿婆了，是甚麼？「道理世俗」，各有

各的。有些人是大講良心的，你又不要說他迂腐，又甚麼的，不是！他確實高過這些

的。是嗎？還有些呢？他不求人知的，我要不求人知的，希聖希賢的，那你可以讚一

下他真的很好，你不要說他迂啊，他是這樣高的，再有些都不作聲的，他更高，更

高。所以你不要以為，所以我們有個老師跟我們這樣說，他說：「你去外面做事，在

社會上做事，你能夠做到別人都不知道有你存在的，這是最高的。」

為甚麼？沒有人打擊你，沒有人看起你，是嗎？既沒有人看起你又沒有人打擊

你，你就優優悠悠過一世，心安理得的，不過他的這種講法就專為那個甚麼？「勝義

勝義」立論，不是人人做得到的。這樣，所以各有好處，你能夠了解這種四重二諦，

你就不會學我那樣常常罵人了。我呢，你會說：「羅生，你又會說啊！」我懂的。但

是有些人不罵不行，我可憐他們啊！我大慈大悲啊！所以我要罵他，如果沒有人罵他

就不得了，你明不明白啊？你愛你兒子的時候，最重要是要罵一下你的兒子，是嗎？

你聽過這句話嗎？那麼我講課講過了時間，就是這種原因。

孔夫子有一、兩句話，你說我講佛經，講著講著變了講孔夫子、孟子的話，其實

都是「道理勝義」、「證得勝義」而已，應該包括了的。孔夫子有句話，他說「愛

之」，對朋友、對後輩、對你的子女都是一樣，「愛之」，當你是愛他的時候，你怎

麼樣呢？「能弗勞乎？」你不要啊！裝好飯給他吃，他走去裝飯，好像勞（累）了他

一樣，你不好（這樣），勞他，還要他服務，要他擦地板，要他提東西，使他，勞一

下他，為甚麼呢？因為你愛他，他要做人的，將來出去社會，人人不會好像你對你兒

子那麼遷就，他要適應環境，你今天愛他就要使他明天能在社會上立足，你想他能夠

在社會上立足，你就要勞動他。

當你愛他的時候，之（使）一下他，你愛他能 不勞他嗎？你一定要勞他，你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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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是這樣嗎？你的兒子？

學生：「不是啊！」

不要太寵，心裏可以很寵，表面上你要批正他，「忠焉」，對後輩，或者對你老

板的兒子或者對你的甚麼（人），你對他很忠心的呢，「能弗誨乎？」你能夠不教誨

他嗎？他做錯了也由得他嗎？你要教誨他，你教誨他，他會不高興的，但如果你是忠

心於他呢，你要教訓他，明不明白啊？

所以，如果你見到他可憐的，同情他，你就要罵他，甚至到有機會就打他。佛是

最慈悲的，是吧！但佛常常要甚麼啊？現金剛身的，拿著金剛杵，拿著劍來降伏人。

大日如來，毘盧遮那佛在摩醯首羅天處說法的時候，那摩醯首羅天的天王不信祂的講

說，講來講去那個摩醯首羅天都以為自己最聰明，毘盧遮那佛就惡起來，他的太太也

是如此，這樣頑固的人，於是毘盧遮那佛都沒有辦法，祂怎麼樣呢？馬上化身，化個

不動明王，化個降三世明王，兇神惡煞，一手拿著條索，綁人的，一手拿著把劍，全

身出火，左腳一腳踏在摩醯首羅天王處，右腳一腳踏在摩醯首羅天后處，問他：「你

服了嗎？」「我服了，我皈依了！」這樣降（伏）他，有一種人是要這樣的。

佛都要化這個不動明王和降三世明王，你們很多人後天就要去灌頂了，是嗎？你

去不去啊？還有誰去啊？有沒有人去？你修法就不動明王灌頂啊！你是啊，不動明

王，毘盧遮那（佛）大慈大悲的，都沒辦法的話，就要出動不動明王了，那條繩是綁

你的，那把劍是殺你的。佛法從來都沒有 這種東西的，為甚麼要講呢？因為當密宗説

盛行的時候，外道最厲害了，所以他要做成這樣一幕。所以你不要說我罵人啊！黃玉

嬋啊，因為我愛她，我鍾意她，所以要罵她，好了，今天講這麼多。

修止觀的人就叫做瑜伽師，瑜伽師，瑜伽師要修行的，瑜伽師修行有一個個階段

的，那瑜伽師修行的那些階段，就叫做瑜伽師的「地」，「地」即是階段。「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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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論是講那些東西的，很簡單的，那些人硬要講很多東西，硬是要講些深（奧）

的，就這麼簡單的。這樣，《瑜伽師地論》現在講了，裏面分作好多分的，分作五

分，第一分最重要，全部是資料來的，重要的資料。這樣，我們先看第一分，那你看

一下它，你看一下這個，「本地分中五識身相應地」，《瑜伽師地論》就分作五地，

不是，（是）分作五分。

第一分就叫做「本地分」，本地是甚麼呢？即是重要的資料，翻譯做白話，「本

地」兩字（就是）那些重要的資料，「分」即是現在的這一卷的解（釋），是嗎？

「分」即英文的 volume ，那一部分，「本地分」第一。這樣，「本地分」，「本地

分」裏面分作十七地，十七個地，即是十七個 stages，十七個地，修行的時候那十

七個地。十七個地的第一地就叫做「五識身相應地」，「五識」，這本書就是唯識宗

的書，彌勒菩薩是講唯識的，普通的人認為我們的知識就只有六個，六方面的知識。

小乘和空宗都是講六個識，六個識是怎樣的？

第一個眼識，佛家叫做「識」，普通我們心理學，心理學叫做視覺，「眼識」，

視覺。

第二個「耳識」，聽覺。

第三個「鼻識」，嗅覺。

第四個「舌識」，味覺。

第五個「身識」，觸覺。

這五種感覺，叫做「五識」，「五識」，除了五識之外，還有「第六識」，第六

識就叫做「意識」，意識。

現在那些西人，西人 consciousnesses 這個字譯做意識是借用佛家的名稱。那

麼意識就（是）第六識，第二部分才講的，現在講的是前五識。除了意識之外，小乘

人只是講六識，即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識。我們普通的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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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講這六識就止了，但佛家的唯識宗就認為識不只（有）六個，有八個識的，除了

那六個識之外呢，還有一個「第七識」，一個「第八識」。

這八個識，那麼八個識是怎樣來的呢？我列一個表給你看，（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這五個排列在前面，這就叫做「前五識」，即五種感官的感覺，前

五識。意識就有思維的作用，思想的作用，這個就叫做「第六識」，排列在第六。那

麼這第六識加上前五識，普通叫做甚麼啊？叫做「前六識」。習慣上是這樣。第七

呢？本來我們的精神活動，本來六個識都夠了，是嗎？眼識見東西，乃至到身識就觸

覺東西，意識就會想東西，那不就夠了嗎？怎會還有那麼多個呢？

但是那些學唯識的人，他說那個意識很複雜，意識只是單純講意識，這個意識好

像很複雜，這個意識裏面包含很多東西的。那麼包含甚麼東西呢？第一，就包含會思

想，是嗎？思想，會思想。第二，這個意識除了思想之外，還有甚麼？還有一樣很重

要的，常常覺得有個自己的，你覺不覺得？你甚麼都不想的時候，種種東西你都可以

忘記，（唯）獨是那個自己不會忘記自己，當你忘記了自己的時候，你會怎麼樣啊？

不會的，佛家說不會的，忘記了自己的時候，你就是甚麼呢？你已經成了羅漢了，你

是聖人了。忘記了自己。

啊喲，你會說：「我現在沒有想自己啊！」你說你現在沒有想自己，明明譬如現

在我講話，我老羅講話並沒有想老羅自己啊！他說不是。我們的顯意識，顯意識，意

識的上層確是沒有想自己，但我這個精神的下層是甚麼？常常都覺得有個自己。因為

我與你講話，我會覺得有個「我」講話給你聽的，是嗎？明不明白？我現在（用）手

拍一下你，都覺得有個自己在拍別人，總是覺得有個自己的，你信不信這點？

我們的精神深處覺得總是有個自己。普通覺得有個自己，這個是第六意識的活動

而已，好明顯的，潛伏在下面的呢，我們的心靈深處，常常都有個自己的，想著

（這）個自己。譬如我們睡覺的時候，熟睡、沉沉大睡的時候，覺不覺得有自己啊？

7



似乎你不會覺得有自己，你沉沉大睡的時候，前五識全部停下來了，是嗎？第六識都

停了，是不是停了？但是，你還覺得有個自己，你覺不覺得呢？

當你睡著著了、熟睡的時候，都會覺得有個自己，很微細很微細的，佛家就是這

麼說的，因為你常常覺得有個自己。有一個人如果叫一聲：「火燭（著火）了！火燭

（著火）了！」你會立刻驚醒了，是嗎？很古怪的，那時候都沒有起思想的，忽然間

叫了一聲，首先什麼都不想、不想，就覺得先要保護自己快點離開，是嗎？即是，佛

家說我們不想東西、不想自己的時候，都是在想自己的。上面不想自己，但我們精神

的深處仍然覺得有自己，你信不信這樣？他是這麼說的，信不信就由你。是嗎？他講

如果那時候都記不起自己，你就是阿羅漢了。你不要以為我沒有的，他說你有的，如

果你都覺得沒有的，你就是羅漢了。羅漢就剷除了那個常常覺得有個自己。

這個常常覺得有個自己的，這個是什麼？自我的意識。是嗎？常常覺得有個自

己，那個意識和普通意識的自我不同的，普通的意識，說有個自我，有一個概念，有

個「我」的概念，有個「我」的 concept。而那個我們精神的心底，精神的深處裏

面，覺得有個自己就沒有概念的，即是盲目的覺得有個自己，一種盲目的自己，一味

衝動的，那個叫做「第七識」。這個「第七識」，即是說這個普通意識裏面的一部

份，自我意識這部份，自我的衝動，為甚麼叫做衝動？因為它沒有理性，只是盲目的

覺得有個自己，自我的衝動，我們劃分出來，這部份叫做「第七識」。

第七識的名稱叫做甚麼識？叫做「末那識」，「manas」，末那即是梵文

「manas」，「末那識」。「manas」這字怎麼解（釋）呢？「manas 」即是思

量，常常思思量量，你猜思量些甚麼呢？思量這個自己，盲目地思量這個自己，所以

叫做「思量識」，叫做「末那識」。「末那識」排列在第七的時候叫做第七識。這個

第七識加上前六識，我們叫它做「前七轉識」，前面的七個轉識，「轉」即是會轉變

的。啊！你會說有這麼多的名詞！這些名詞很簡單的，你記一記將來你會很便利的。

這個「前七轉識」，因為會轉變的，怎樣的時候會轉變啊？將來慢慢才說，現在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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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你會不明白，是嗎？

「前七轉識」，是不是只這樣呢？七個識了，這個第七識自我的衝動即是自我的

潛意識而已，是嗎？還沒夠嗎？沒夠！還有！還有一部份要劃（分）出來。我們自少

一直到，譬如你在嬰兒的時候，你很小的。現在，譬如你現正二十五歲，二十五年，

你做了二十五年的人，你是不是有二十五年的經驗？假使你做了二十五年的人，你有

沒有二十五年的經驗呢？沒有？

如果（做了）二十五年的人都沒有二十五年的經驗，豈不是你在小時候學踩單車

到現在就忘記了？是嗎？是不是你以前學過踩單車現在都記得呢？記不記得？你記

得！你記不記得？你小時候踩著三輪車的時候，你現在還記不記得呢？給你一部三輪

車你也會踩吧！你初初不會的，小時候，但你現在就會了。

就是說你一直做的事情，你有的經驗，那些經驗你會儲存起來的。如果你不儲存

經驗，你就不用讀書了，你小時候學乘數的時候，那個先生教你，中文先生教你一一

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二一如二，二二如四，二三如六，二四如八，是不是這

樣？先生教過你之後，你現在，你至少在五歲、六歲就教你了，現在你怎樣都不止十

五歲了，現在你唸得到嗎？唸得到，即是說你學過的東西，就放在你處了，是嗎？放

在那一處呢？你不要理它，總之就是放在你處了，你如果要用的時候，你可以找得到

的，是嗎？覺不覺得呢？

譬如你學游泳，先生教你：「一、二、三、四。」這樣，一二三四學到你熟

（練）的時候，不教了，就不用數一二三四了，你這套一二三四都會自然走出來的，

自然會爬得起的，是不是這樣呢？這些就叫做經驗，是嗎？這些叫做經驗，西方人叫

experience ，經驗。好了，現在就要研究了。第一，先問你：「你是不是有經

驗？」你先（回）答我：「有。」有沒有人說沒有經驗的？（若沒有就）要去青山

（醫院）都可以了，一定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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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一下你：「那些經驗放到那處？」在哪處呢？是不是好像菲林一樣影在腦裏

呢？影在腦裏，那麼你的腦有多大呢？你怎樣載得了這麼多菲林膠片啊？是啊！你記

得的東西無量無邊那麼多，是嗎？不記得的就不用講了，記得都已經無量無邊了，還

有我問一下你，我們全身的細胞連腦細胞在內，是否十年、八年就全部換掉了呢？新

陳代謝就全換掉了呢？如果十年、八年都沒有新陳代謝，你真是死症了，全換了的

啊！這樣即是七年以前，八年以前的東西你怎樣記得啊？八年前的（細胞）現在已經

換了，是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經驗都打入我們那處，但打入哪處呢？我們答

不到，是嗎？你說打入腦嗎？腦的細胞換了的時候，新陳代謝之後這些已經不見了，

但是我小時候和我哥哥打架的時候，我七十歲還記得，是嗎？這麼奇怪，為甚麼呢？

一定有些地方藏住了我的經驗，是嗎？

這個佛家的講法，那些經驗藏在了我們的意識裏面，明不明白？不過雖然藏在意

識裏面，這樣很籠統，不如我們劃分開，劃分開一部份，經驗，我們學習過的東西，

這麼多經驗劃分開，我們改個名（稱）給它，叫做第八識，叫做阿賴耶識。

這個阿賴耶識即是我們經驗的儲藏庫，我們的庫房專門儲藏我們的經驗，這種無

形無相是一種 energy來的，一種力來的，這種力攝藏了我們的經驗，好像磁鐵攝住

了鐵粉一樣，令我們經驗不能飛走。

這樣說本來一個意識，意識現在分成三部份，是嗎？我們普通所謂意識，第一部

份是我們思想的能力，是嗎？第二部份這個自我的衝動，是嗎？第三部份，經驗的儲

藏，是嗎？我們將自我的部份劃開，改個名字叫它做末那識，這樣那個意識就縮小

了，明不明白？又再將儲藏經驗的那種功能抽了出來，改個名叫做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 layaā 梵文， layaā 即是倉庫，倉庫，穀倉，載穀倉，載錢、載金飾

珠寶的倉，倉，倉庫， layaā 即是儲藏我們的經驗的，將它劃出來，就叫做阿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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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這樣一來意識就縮小了，只剩下思想那部份，明不明白？然則，硬要這樣劃的

了，是啊！硬要劃出來說，因為講道理的便利將它劃出來，其實它是整體的，明不明

白啊？這樣明白了。

但這麼多部份之中，阿賴耶的部份實在最重要，人生最重要就這部份，是一部甚

麼呢？一部無形的電腦，把你所有的經驗打了進去，一需要的時候，一按就跳出來，

明不明白？聽不聽得明白？這個就叫做阿賴耶識。如果你說：「我不服啊！我要這麼

多個。」這樣不服就算了，就第七個吧！七個夠啦！但我都不服啊！六個夠啦！這樣

就六個吧！隨你的，佛教最甚麼呢？為甚麼呢？

本來就六個，佛便利（說法）就說它七個，再便利就說夠八個，明不明白？不

過，我們很多人都覺得，你說八個就更便利些，明不明白？即是說你的家，你就叫做

阿 A，他叫做 B，他叫做 C、D⋯⋯都是假立明目來的，全部沒有名字都可以的，可

以嗎？可以的，不過你沒有名字，你就怎麼叫呢？是嗎？要個手指你、你、你這樣才

行嗎？如果有名字就阿A來，阿 B來這樣，馬上就行了，明不明白？

這些，凡是名稱都是假立的，假設的，不是真正硬繃繃的東西。即是你娶個老

婆，你又說要去註冊，又說要夫婦兩人做甚麼甚麼的很多事，其實你不做也可以的，

你們兩個住在一起就行了，一樣是老婆啊！是嗎？但是這樣，講明這個是我老婆，就

不同了，會好一點，因為你打正號，沒有人敢過問了，是嗎？就是這功用。

這八個識也是一樣，聽不聽得明白？如果閣下不高興，大可以不要八個（識），

縮為七個（識），再不高興就縮為六個（識），是嗎？再不高興六個，就怎樣啊？

（佛）經裏面所謂「一心」，一個，一心，一個，但是一個就好像囫圇吞棗一樣，你

記得嗎？囫圇吞棗就好像食紅棗成個（吞），連核都不剝就吞了，這樣就不是很好。

好了，來到此處，我問你，你就隨著我來的，現在我問你，你聽見我這樣說，你認為

整夠八個（識）好呢？抑或七（識）個好？抑或六個（識）好？還是含含混混一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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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好呢？八個（識）清楚一點。一心，那些外道將一心叫做靈魂了，那眼見東西，那

眼有靈魂在眼的窗口看出來，就叫眼識了。耳識又怎樣呢？這處有個窗口，那隻耳，

那個靈魂在耳的窗口走出去，就叫耳識了，明不明白？一個靈魂而已，那些講靈魂好

多是這樣講的。

佛教是不講靈魂的，記住了，佛教不講靈魂的，因為覺得靈魂太籠統，它不叫做

靈魂，它叫做八個識，如果八個識，八個識裏面想找一個最似靈魂的，是甚麼（識）

呢？阿賴耶識。你們常常說甚麼，那個靈魂如何如何啊！實在叫做阿賴耶識。

現在那些靈魂學家常常研究，即是那個甚麼？《福爾摩斯》，這本小說裏的柯南

道爾，這個都是靈魂學家來的。從前我們這處有一個學佛的人叫做什麼呢？馮公夏先

生也是很喜歡講這套東西的，講來講去都是靈魂。

阿賴耶識為甚麼不叫做靈魂啊？因為靈魂個個人講，靈魂都是一個，你整八個

的，是八分之一，不如不講靈魂，就講八個（識），分開八個來講，聽不聽得明白？

你要講一個一心都可以，普通叫做心，是嗎？明白了？佛教講八個識的，現在你修

行，至緊要在八個識處做功夫，現在開首教你修止觀，告訴你聽這個修止觀的師，瑜

伽師，譯做英文就是 yoga master ，你做一個瑜伽師，修瑜伽的，教人學瑜伽的，

你首先要了解那八個識，但是八個識很複雜，現在先了解前面那五個（識），這五個

叫做「五識」，明不明白？

那個「身」字怎樣解釋呢？舊時你看的注（釋），你不要以為古人一定不會錯，

古人有時候很多錯的，反而今人，你讀番書、讀英文讀到 form three 你會不錯，讀

到 form two 你都會不錯，古人的話，七、八十歲的老伯天天作文章，天天寫東西都

會搞錯，為甚麼呢？我們現在讀英文、讀印度文，或者讀梵文文法上一定有甚麼？每

個 noun ，每個名詞一定有甚麼？number，中國有沒有的呢？沒有。

12



一個人叫做人，兩個人又叫做人， 五百人都叫做人，是嗎？英文就不是了，要

怎樣？一個人，這個「man 」字這種是特例，將那個「a」字（母）改成「e」，這

個是特例，是嗎？一個人就是 man，「m-a-n」，一個人就（這樣），多個人就是

「m-e-n，men」，不同的。這樣人家有 number ，一看就知道單數或是眾數。梵

文還不只，這數，number，三個 number ，單數、雙數、眾數三個，三個 number

，中國沒有的。

有甚麼？有 gender的，男性、女性，是嗎？英文 gender 那個性已經不是很好

了，如果你讀法文，那個 gender 很重要的，一列火車，他說它是陽性的masculine

gender ，那個火車，輪船呢？就是 feminine gender 陰性的，分得很嚴謹的，茶壺

茶杯，那些茶壺是陽性的，茶杯是陰性的。這樣的，中文就不是了，那有的呢？火車

就是火車了，那有陽性陰性的呢？輪船就輪船了，是嗎？那有呢？沒有分的。

近來提倡白話文之後，然後才學別人改，女人就用這個「她」，女字旁的，男人

企人旁（人字旁），是嗎？現在才是這樣，舊時沒有的，一個人字旁的「他」字而

已。有性就是 gender  ，有數，好了，梵文最講究的，哪些甚麼呢？ gender

、number 、case，梵文有八個 case，英文普通只是四、五個 case，梵文八個 case

，通用的有七個，八個之中。

梵文的數，梵文有數，一個識就叫做識，兩個識以上就不叫做識，叫做甚麼呢？

「識身」，加個「身」字，即表示眾數，明不明白？你讀過英文，英文的眾數多數加

個 s ，是嗎？或者加個 es在這處。梵文加個「身」字，「五識」，一個識就叫做

識，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就叫做「識身」。那些古人，你揭開 你不信你就買⋯⋯

本，不過很貴啊！叫做甚麼呢？《瑜伽師地論記》看來要幾百元，三百元也不知道能

否買到？買了這套書，你就揭開看，看「五識身相應地」那處，你聽完我講之後，即

刻回去揭開，它講錯了，很了不起的這位大德，做了這本書（有）六十卷，居然解

（釋）這個「身」字解錯了，他說身體（的解釋），其實不是的，人家表示的是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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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識身」，這樣就就明白了嗎？不過是眾數，「五識身」。

「相應」兩個字怎麼解釋呢？相應這兩字（解做）有關，叫做有關，那些西人將

它譯作甚麼呢？connected with ，connected ，聯繫，with 與他，與他聯繫，就是

說與「五識身」有關的資料，與「五識身」相聯繫的資料，這課書是講這些東西的。

「五識身相應」的地，這個「地」，我們初學修止觀首先要明了的，首先要明了

每個人有個「五識身」，於是把這個「五識身」有關的資料告訴你，所以叫「五識身

相應地」，明白了嗎？

是啊！那些注（釋）你自己看了，看得明嗎？我那天不是讀了些嗎？你自己看。

好了，你會說：「我看不明白怎麼辦呢？」看不明白不重要，最重要聽我講，你聽得

明白，聽我講，我用白話來講，你看一下更加好，不看，看不懂，你能聽得明白就行

了，如果連聽都聽不明白，你就可以不必來了，回家睡覺更有益一些，聽不明白就無

謂來了，你聽不聽得明白呢？

學生：「聽得明白。」（老師：）「那便來啦！」

        那些人就說：「羅生，為甚麼你經常趕人（走）呢？」「你明不明白？不明白就

不要來了。」這樣的，「你真是傷別人的自尊心呀！」我不是傷別人的自尊心，我可

惜他的時間，是嗎？時間很值錢，你知道嗎？有一句格言「時間就是生命」，是嗎？

真是啊！時間就是生命！你浪費了時間就是糟蹋了你的生命。

「五識身相應地」，那麼我們讀了，你聽我講之後，只要你是一個讀過中學，中

學畢業的人，這樣的程度，你讀了後，說你完全不明白是不會的，除非你不肯看

（書），你肯看的話怎麼樣都有四成是明白的，如果你連四成都不明白的，你真是劣

等了，是嗎？怎麼樣都明白四成。啊！你會說：「還有六成不明白啊！」不要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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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考會考四十分就合格了，讀書沒有人說是百分之百明白的。

你見胡適之讀中文，他都沒有百分百明白的，很聰明的人讀書都是百分之八十、

九十而已，怎麼會有百分百呢？除非你就是作者，他自己就當然明白了，你不是他

呢，你怎麼會明呢！即是你倆夫妻多麼好都是假的，你做太太，對你的先生的心事怎

樣都不能百分百明白的，（能）了解百分之八十，這個已是很好的太太了，是嗎？那

個先生能夠了解你太太的心事，了解到百分之七、八十，這位先生已經是很好的先生

了。會解了嗎？你不要緊呀！至要緊我現在先給你一個心理準備，你不要以為，「看

了五成都不懂。」，五成都不懂，你已經有四成懂的話，在會考 A、B、C、D、E，

已經有 E級分（數）了。

看了，看本文，那些注不看了，看本文了。好了，看了，這處第十二頁，第十二

頁從（末）尾數上去第五行，「甲一」就是「本地分」，即是將這本《瑜伽師地論》

先分開分，第一重分叫做「甲」，分五分，第一分叫做「本地分」，本地者，譯做白

話，叫做重要的資料，明了嗎？

「本地分」裏面就分作兩部份，分二，第一，現在解釋它，「略辨地名」，簡略

地說明，佛教的「辨」字當作說明，說明那地的名稱，然後呢，乙二，「廣釋地

義」，佛教「廣」字當作詳細，詳細說明每一地的意義，先分開兩部份。現在先解

（釋）「略辨地名」，乙一，「略辨地名」，你不要以為佛經難讀，這些叫做科判，

用甲乙丙丁來控制整本書，將整本書來 analyse ，分析，一拿起這個分析，整本書讀

下去好像勢如破竹一樣，如果沒有這個科判，你就很難搞了，就是這樣了。

乙一「略辨地名」，「略辨地名」又分二，這科判好像一棵樹分開枝、開叉一

樣，「略辨地名」又分兩部份，丙一、丙二，丙一「設問」，假設這個人問；然後丙

二，「略釋」，簡略地答他。現在設問了，丙一設問了，十二頁，丙一設問了，設問

裏面那些細字是疏（釋）來的，先看大字，大字是論的原文，彌勒菩薩講的原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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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菩薩記的原文，即那些大號字，「云何瑜伽師地」，「云何」兩字看一下上下文的

用法，有兩種用法，第一個用法就是「甚麼」，「云何」即「甚麼」；第二個用法就

是「怎樣」。

「甚麼」兩字等於英文那個 what 和 which ，是嗎？「怎樣」就等於 how。

「云何瑜伽師地」（即是）甚麼叫做瑜伽師地。明白嗎？丙二了，第十三頁丙二了，

「辨釋」，辨者，明也，說明，解釋。

「辨釋」分三，丁一、丁二、丁三。丁一就「標」，標者，舉也，舉出有幾多

種；然後丁二「徵」，假設徵問；丁三「列」，把它一地一地的排列出來。現在丁

一，「標」，怎樣「標」呢？你看一看，「謂十七地」，這個是彌勒菩薩（講的），

這個「謂」字即白話文「就是」，所謂瑜伽師地，就是十七地。

丁二，「徵」，「何等十七」，「云何」可以有兩個用法，可以用作 how和

what ，是嗎？「何等」兩個字就一定是 what，或者一定是 which ，what 或者

which ，「何等十七」，哪個十七呢？哪個十七地呢？下面啦。

丁三，「列」，把那「十七地」列出來了。「列」又分二，戊一、戊二。

戊一，先舉一個「嗢柁南」，「嗢柁南」者，梵文叫做「攝頌」，要記了，佛經

裏常常有很多「嗢柁南」的，「攝頌」，攝者，把那些很廣泛，很多很瑣碎的東西，

將它一收回就「攝」，「頌」就是一種韻語，韻文來的，即是詩句，韻語，是詩句，

佛經很多用詩句來寫，但是不過這些詩句在梵文裏面，讀起來叮叮噹噹很有韻的，一

翻譯做中文，字數就整齊，但是沒有韻了，因為沒有辦法，沒辦法連韻都譯出來。

你們看，現在那些人（翻）譯英國和法國人的詩，人家有韻的，但是我們都沒

有，很多時（候）都譯不到韻，一譯了韻，（那）個意思就傷害了。這樣，這些用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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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來把那些很廣泛，很瑣瑣碎碎的東西將它們一縮，縮成幾句詩句就唸了，很有用，

這些是中國文與印度文的優勝處，英文、法文、德文都不及它。我舉個例（子），中

文怎樣厲害呢？中文都可以了，印度文更加可以了。你們學過中醫嗎？有沒有人（學

過）？誰學過中醫？有沒有呢？請你舉一下手好不好？你學過。中醫開（藥）方是否

一定要靠唸熟那些湯頭歌啊？湯頭歌就是詩句來的，把全條醫方放在幾句詩裏，一唸

熟詩句，你就全條（藥）方開出來了，今年開的一樣，到明年、後年開的都是一樣。

那些詩句，你現在普通人用湯頭就沒有斤兩（份量）的，舊時我學別人學中醫，

就連斤兩也唸的。學中醫有一本書，就叫做甚麼？《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它裏面

有甚麼呢？有一本叫做《經方歌訣》，他把《傷寒論》裏面的（藥）方，連斤兩（份

量）也放到詩裏給你唸。譬如這樣，有一個人，有一個人發熱、發燒，沒有汗的，發

燒又沒有汗，那條舌頭有一點苔，這樣，他說這些就叫做葛根湯症，這個名（稱），

吃葛根湯就會好的了，這種症就叫做葛根湯症。

葛根湯症就要用葛根湯，那位醫生知道你是葛根湯症就即刻寫（出來），現在就

用錢（作單位），舊時的人會用兩（作單位）。從前香港有個叫做陳大劑，陳伯壇，

叫做陳伯壇，他開（藥方）是用兩（作單位），他不用錢（作單位）的，因為他讀熟

了《傷寒論》，《傷寒論》開（藥）方是用兩（作單位）的。

譬如這樣，你看到了這個人患病症是葛根湯症，就開葛根湯（方），真是很有效

的，所謂「覆杯而已」，飲完之後將杯一蓋下，即刻便好，即那條（藥）方用得對

啊，即見效，中醫為甚麼呢？為甚麼它這麼厲害呢？因為它有二、三千年的經驗，你

明不明白啊？西醫哪有這麼多經驗呢？中醫有二、三千年的經驗，經過很多人命來做

試驗的，所以這個（藥）方，這個是甚麼方、是甚麼症，一吃就好了。

譬如剛剛說的葛根湯症，你一吃一劑，今早喝完，今晚就好了。那麼你怎樣開

（藥）方呢？ 書？記也記不了那麼多，只是《傷寒論》都一百一十三條（藥）方，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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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記啊？很容易混亂啊！就靠唸了，怎樣唸呢？譬如我舊時就唸《陳修園醫書七

十二種》，是怎樣啊？葛根湯「四兩葛根三兩麻」，四兩葛根就三兩麻黃，就開了，

你用錢（作單位）也可以，葛根四錢，麻黃三錢不就得了。

第二句就「棗枚十二效堪嘉」，烏棗，這個大棗十二個，分三劑吃，這就可以

了，「桂甘芍二薑三兩」，桂枝、甘草、白芍，每樣二兩，桂甘芍二，薑三兩，生薑

就三兩。是嗎？它還告訴你「無汗憎風下利夸」，如果這個病人發熱又沒有汗，又怕

風，甚至有時會屙（下）痢，都可以的。我有一個老表，他舊時在東莞是名醫，他就

是這樣，拿著一本《醫宗金鑒》，唸熟陳修園的（湯頭）歌，他真是能夠手到回春

的，是嗎？他沒有別的，（就是）熟練而已。

這些都很有用的，但是英文就不行了，英文、法文都不行，中文就可以，很多醒

世的東西在（詩）歌就搞定了。那麼佛經就有種叫做甚麼呢？攝頌，未曾講那樣東西

之前，先把那課書的內容用幾句詩句，把內容全部提綱起來，叫做攝頌。有時候這

樣，講完全部了，講完後恐怕你忘記了，他將所講的長篇大論的內容又再做成攝頌，

等你讀一讀就把以前學的全部記住了，很有用的。

現在《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講《瑜伽師地論》的「五識身相應地」之前，他

告訴你知甚麼叫做十七地，甚麼叫做瑜伽師地，他做一首「嗢柁南」攝頌，ud naā ，

梵文叫做 ud naā ，譯做攝頌。你們那些受了菩薩戒的，你有沒有唸菩薩戒攝頌呢？

菩薩戒本來很複雜的，他做了幾十句攝頌，你唸到了，還比看戒本好，看戒本都未必

記得，一唸攝頌就記得了。「嗢柁南曰」。

你看了，「嗢柁南」，「五識相應、意」義，它講甚麼呢？所謂「十七地」者，

第一地就叫做「五識身相應地」，「五識相應」。你要聽啊，不要一直顧著錄音。

「五識身相應地」，「五識相應、意」，第二地叫做「意地」，第三地就叫做「有尋

有伺地」，第四地就叫做「無尋唯伺地」，第五地就叫做「無尋無伺地」，他將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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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一句「有尋伺等三」、「三地」，聽不聽得明白？怎麼這麼「甩咳」（不通順）

的呢？（甚麼叫做）「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呢？慢一步才講，凡事不要提前

講，慢慢地你就知道了。

這是「三地」了。「三摩地俱、非」，這一地就叫做「三摩呬多地」，「三摩

地」，「三摩呬多地」，「三摩地俱」，下面有一個「sam hitā ā」，「俱」即是說

「三摩地」裏還有其他的東西有關的，「俱」。「非」，「非」甚麼？「非三摩呬多

地」，「非」，明不明白啊？你會講「這麼複雜的，怎麼記啊？」記得的，好過沒

有，因為這樣的翻譯也沒辦法啊！

如果你說他譯得不好，那麻煩你譯過了，看你有沒有辦法了。是嗎？就好似香港

有一個教授，常常講那些佛經，說古人譯得不好，譯得不好，他又譯過，誰知道他譯

得還差過別人，更難讀，「甩甩咳咳」（很不通順）的。「三摩地俱、非」，「有

心、無心地」，「有心地」和「無心地」兩種，「聞、思、修所立」，有一地叫做

「聞所成地」，「所立」即是所成立，「聞所成地」。有一地叫做「思所成地」，一

地叫做甚麼？「修所成地」。

「如是具三地」，「如是」即是這樣了，這樣就具備有「三地」了，「三地」是

甚麼啊？「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如是具三地」。這樣你會講：

「那怎麼記啊？」你慣了一提「三（地）」，你就知道哪「三地」。「有依及無

依」，「有餘依涅槃地」，「無餘依涅槃地」，兩地，那甚麼叫做「有餘依涅槃」？

甚麼叫做「無餘依涅槃」呢？慢慢再講，現在只是講攝頌，告訴你聽，計起來就名

「十七地」了，這就叫做「十七地」了，你數一下它是否「十七地」。

到讀「嗢柁南」了，是嗎？你看一下，你說「我看不識啊！」，不識也罷，記

住！不識就罷了，你現在不識，將來你有機會第二次看，現在你初步看，只要你能夠

了解兩成，已經值得恭喜，將來有機會你再看，你會看到三成的了。你讀完之後，只

19



有兩成，你放下了，你先看另一些書，看完另一些書再回頭看一下它，你會有三成的

了，又放下。再（過）一年半載再看它，（明白）四成了。你試一試，學習的事情是

這樣的。

那麼就「十七地」了，你現在讀不用詳細解釋的，我們讀書，讀書，我們須識兩

個人。舊時有一個人叫陶淵明，是嗎？他說甚麼？他說：「好讀書不求甚解。」他很

喜歡讀書，但是你要字字句句都解釋到清清楚楚，他不需要，「不求甚解」，他是這

樣。第二個讀書就是諸葛孔明，諸葛亮讀書，諸葛亮讀書又怎樣？「但觀大略」，他

不字斟句酌的。我們有時候讀書就是這樣，不要做書呆子，書呆子是怎樣呢？

例如我們讀書，讀《漢書》，《漢書》講到漢武帝，他就叫人，舊時的人都矮，

沒有二樓、三樓，漢武帝（叫人）做了一個臺，叫做「柏樑臺」，用甚麼啊？用

「柏」，用柏木來做樑的，很貴的，叫做「柏樑臺」，很漂亮的柏木，柏木很堅硬

的，「柏樑臺」，那麼我們讀書只要知道漢武帝那時候物資很豐富，他居然做了「柏

樑臺」，這我們就夠了。有一種書呆子會研究它，「柏樑臺」，這是甚麼柏呢？在哪

裏拿到的呢？你理那麼多幹甚麼？是嗎？這些都不用你理的，是嗎？所以就不用那麼

緊張的，是嗎？

知道「十七地」就可以了，這首是偈，這首是韻文。先「嗢柁南」，跟著用長行

解釋，別人不明白的，好像我剛剛那樣讀，人家不明的，他跟著用長行解釋，第十六

頁第二行「長行」，那這個名詞你要懂啊！甚麼叫做「長行」啊？散文就叫做「長

行」，詩句就叫做「頌文」，叫做「頌」，為甚麼呢？散文就是散文了，為甚麼叫做

「長行」這麼累贅啊？

你不知道，它有些歷史關係的，印度人舊時沒有紙的，沒有紙，那些書用甚麼來

寫呢？哪些書用貝葉，貝多羅葉（來寫），貝葉，那些貝葉約莫有英吋，約莫十二吋

到十四吋那麼長，四吋那麼闊，三吋至到四吋那麼闊，將那塊貝葉剪成這樣，每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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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葉多數寫約四行字，一行、兩行、三行、四行，每行寫詩，寫頌文就寫四句，一

句、兩句、三句、四句，所以一首偈，甚麼叫做偈啊？g thā ā，g th  ā ā即是詩句，舊

譯 g th  ā ā 這字的「thā」不譯，譯做偈，偈，偈即是 g thā ā，詩句，一行寫完，一行

四句寫完了，所以一首詩句，一首詩呢，叫做一行頌，不是一行（ 音行），是一行粤

（粵音航），一行頌。譬如總共有三十首詩，我們說三十行頌，聽不聽得明白？頌就

一行一首，頌之外還有些長行，有些散文的，譬如這處，一首頌下面有很多散文的，

這些長行就不分的，不分一句一句的，長長的寫下去，所以叫做長行，聽不聽得明

白？（長行）即是散文。

那麼他用首偈頌告訴你聽之後，就用散文來解（釋）給你聽，我先喝一口水。

長行了，戊二，長行，長行「一者，五識身相應地」，與五識身有關的資料的那

地，那我們看回詩句了，這句是怎樣說呢？「五識相應」，你要看，你不要劃，直接

看我的書才行，你要幫襯我的書才行！是啊！不能省的，你聽的話，寧可少吃兩三

餐，你都要買本書才行，我不是想賣啊，對你很有益。是嗎？

戊二，再看「長行」，「（二者、意地。）三者、有尋有伺地。四者、無尋唯伺

地。五者、無尋無伺地。」好了，來到這處，我講這三個地給你聽，剛剛不先講。你

入定的時候，定的進程，你是怎樣的呢？你初初想入定就坐下來，你的心不知有幾多

的觀念，又起又伏，又起又伏的，常常想東西的，想到有尋又有伺的，甚麼叫做

「尋」呢？「尋」和「伺」都是思想，「尋伺」兩字合起來即是思想的解（釋），有

思想，那麼思想叫做「尋伺」，這為甚麼分開有尋又有伺那麼累贅呢？原來不是，尋

是尋，伺是伺，思想有兩種，一種思想很概括的就叫做尋，一種思想很微細的就叫做

伺。

尋者，尋求，好像我們不見了一口針在地上到處尋找，尋求很粗（略）的尋找，

那麼尋的特點是甚麼呢？主要是個「思」，我們有很多心所，你們聽過心所了嗎？如

果你們在（佛學）中級班結業的，有沒有呢？中級班結業的，甚麼叫做心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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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的，沒有？沒有？中級班沒有讀過，若無你要讀一下。五十一個心所，是

嗎？有沒有教你呀？沒有就要扑他的頭了。五個叫做遍行心所，你唸給我聽一下。

學生：「觸、作意、受、想、思」。

對了，「觸、作意、受、想、思」，有一個「思」心所，「思」心所，舊時叫

「思」，現在心理學上叫做意志，明不明白啊？英文叫做 volition ，意志，或者叫做

will ，意志，我要怎樣，我要怎樣，意志，「思」，「思」是很粗的，我要怎樣，我

要怎樣。

五個遍行心所外，還有五個別境心所，在特別境界處出現的，其中有一個很重要

的叫做「慧」心所，「慧」心所西方人叫做 wisdom ，是嗎？「慧」心所，智慧心

所，這個智慧心所很微細才能夠了解的，那即是「思」與「慧」不同，「思」是大略

大概的，「慧」是很微細去了解的，明白了嗎？

好了，當我們的「思」強，兩個心所一齊起，那個「思」心所與「慧」心所一齊

起，「思」強「慧」弱的時候，那個智慧就很粗的了，就叫做尋。明白了嗎？又當我

們起思想的時候，很微細的時候我們叫做「伺」，「伺」者，伺察，伺即是盯著，察

即是慢慢地觀察，好像貓捉老鼠，伏在老鼠洞口盯著看老鼠有甚麼動靜一樣，叫做伺

察。伺察與尋求有甚麼不同啊？「尋」就「思」強「慧」弱，「思」、「慧」兩個心

所一齊起的。「伺」就不是了，「慧」強「思」弱，「慧」心所強「思」心所弱，那

時候，我們的智慧表現得很微細的，這個就叫做「伺」了，有此分別的。知道嗎？

那麼我們入定的時候，初初，平時不入定都沒有那麼多東西想，一蹺起腳入定就

更多東西想了，是嗎？有沒有經驗啊？這些叫「有尋有伺」，又有粗的思想，又有微

細的思想，別的經驗你沒有，「有尋有伺」的經驗你肯定有，「有尋有伺」那個階

段，「有尋有伺」的時候很多東西想的，入定亦想，出定也想的，這些在修定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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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很粗的，很粗淺的。再進一步會怎樣啊？再進一步就叫做「無尋唯伺」，「無

尋唯伺地」， 沒有了很粗的「尋」了，「唯」即是只有，只有那些微細的「伺」而

已，進步了，有沒有經驗啊？「無尋唯伺」。你不要講：「啊！我的心又亂了！」已

經進步了，「無尋唯伺」。

到最後是怎樣？你控制到它，「無尋無伺地」連微細的思想都控制得到，不想

了。「無尋無伺地」，是不是變成死物了？不是的，死物是不會想，你現在這是要想

的時候就想，我不要想的時候就一點都不想，是這麼解釋的「無尋無伺地」。明不明

白？好了，那麼你入定，在哪個時候會入到這些境界呢？

大概「有尋有伺地」你一蹺起腳（修定）就可以了，到了思想慢慢地微細，慢慢

地微細，慢慢地微細得差不多了，你就會怎麼樣啊？現在有些人以為是好東西，就得

「輕安」了，得「輕安」是怎樣的？在頭頂上覺得有些（麻麻）痹痹的，有些力量好

像從外面走進來一樣，「唦 」落下又不見了，一會兒又「唦 」這樣落下，再⋯⋯ ⋯⋯

修久一點，就整個頭好像戴了鐵帽一樣，好像頭沒有了重量，那個身體就有重量，那

個頭有堆東西一落下就沒有了重量，那些叫做「輕安」。

「輕安」，輕快安穩，再修一下呢，一路罩下來，罩到半截身體，你的身體好像

不見了半截一樣，前半截都輕了，沒有了一樣，下半截還重重的，再修一下，整個身

體充滿了（輕安），那時候腳還在，再修久一些，連到腳趾尖、手指尖都全部充滿

「輕安」。

那種「輕安觸」，「輕安」是指我們心的感覺，我們所感覺得到的那些東西，全

身走的，那些所謂「氣」，現在的氣功師傅說那些叫做「氣」，那些「氣」叫做「輕

安」的「觸」，觸覺，它好像，到時候你的身好像橡皮人一樣，那些「輕安」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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