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禪啊！第二禪有三個天，它好像，到那時你的身（體）好像橡皮人那樣，那些

「輕安」好像暖水一樣充滿了你的身體，每一條毛管眼，每一個手指罅、腳趾罅都充

滿了。你到這個時候，你那時候整個人都沒有了重量，一點重量都沒有的這種神氣

的，輕靈的（狀態）。

你不要以為我們得道了，不是得道啊！有好多人以為他這樣就得道了，他戇的，

甚麼得道啊！那些叫做「輕安」充滿。「輕安」充滿之後，當它將充滿未充滿的時

候，它就會「霹靂啪喇」的，好像觸電一樣，整個喇喇地震，你就不要以為特別啊！

那個過程是如此，不是好東西，過去了，全沒有了才是好東西啊！

有一種人震了整日都不停，哎！怎麼會不停呀？因為他覺得震得爽呀，他以為它

是好東西，（他）一以為是好東西就不停了，除非他起來，你如果這樣呢，為甚麼你

會說它是好東西？就因為他無知！無知為罪惡之源啊！你知道嗎？一個人最怕就是無

知，要讀多一點書就沒事了。

到了它有時侯「嚦嚦喇喇」，有時候覺得那個肚子脹到好像虛空一樣那麼（廣）

闊，有時候整個人一縮縮到還小過芝麻，那你應該事先有心理準備，所以說你學修定

都要找師傅，原因是這樣，不然你會發神經（病）的，是嗎？那時候神經（病）了就

更糟糕了，所以那位教你修定的，應該告訴你聽，你應該怎樣啊？有心理準備就不怕

了，有時候好像坐火箭一樣飛上去，打倒掟就一撞撞下來了，當你這樣的時候，你不

要驚（怕），你一驚就發神經（病）了，那你怎樣啊？

這些都是心理幻象，不用驚（怕），有的，肯定有的，即管看它這麼過癮的，你

就行了，那你就萬無一失了。有時候還會見到甚麼啊？張牙舞爪的好像老虎獅子一樣

的不知是甚麼禽獸對著你撲過來，想吞了你那樣，你就要怎樣啊？「嗯，我現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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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你看不到我的，你即管來搞，你那些全都是假的東西。」這是可以的。或者你觀

想你自己心口放一團光，一下子照出去，它不能靠近（你）了，（這樣）也可以。

到那時候你搞不定了，你最好放光了，在心口有個日光在放光照著，它不能靠

近，或者你想頭頂有個觀音菩薩，有個佛坐著放光保護著你，它就不能靠近，在五尺

之內它不能靠近了。是不是真的有隻鬼啊？不是，是你的心理現象，這些叫做疑心生

暗鬼啊！你的心理，你早就有這個心理准備。經過這些歷程之後，就會全身「輕安」

充滿了，肯定有些這樣的怪事。

「輕安」充滿之後呢？不動了，這個身體不動了，有時候那個身體會搖一下，當

你累的時候就會兩邊搖一搖，或者前後搖一搖，沒有常常（搖的）。還有些會將那個

膝蓋彈起來，彈得全客廳走也停不下來，這些都是戇的，只好進醫院才行了。有些人

以為這才是好的，希望得到這樣，以為是境界，哈！這些叫做甚麼？這些叫做毛病

啊！這樣當「輕安」起了以後，你的心就很定了，不亂的，「輕安」未起就會亂的，

「輕安」起了就不會亂了。雖不亂，但還是有「輕安」扣著他，那時候他就會怎樣

啊？初初，「輕安」初起的時候，「輕安」未起和「輕安」初起之後，他都還有「有

尋有伺」，明白嗎？漸漸、漸漸地冷靜起來，就「無尋唯伺」了。

一得了輕安之後，他就叫做入了初禪，在初禪的（開）頭，未入初禪的時候就

「有尋有伺」，一定的，入了初禪之後就「無尋唯伺」了，明白了嗎？初禪（末）尾

的時候，將近進入第二禪的時候就「無尋無伺」的了。「無尋無伺」時那個心好像明

鏡止水一樣，好像湖水一點波也沒有，很澄明的，又好像那面鏡子一樣，清清楚楚照

得到東西，但是它又沒有塵埃的，那時是這樣的，「無尋無伺」的狀態，由初禪

（開）頭到第二襌（開）頭起，這種境界是修止觀修到「無尋無伺」了。

「有尋有伺」到「無尋無伺」，在這「有尋有伺」到「無尋無伺」的時候，他一

出定，他想了很多東西了，那我們知道這麼多就好了。「二者、意地。三者、有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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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地。四者、無尋唯伺地。五者、無尋無伺地。六者、三摩呬多地。」梵文

sam hitā ā，叫做「三摩呬多」，即是入定，入得整個定境了。「非三摩呬多地」，

除此之外，就叫做「非三摩呬多地」。

第八種，「有心地」，還有意識的這個心，這個「心」是指意識、第六意識，還

有意識活動。「九者、無心地。」連意識活動也停止了，好像全身麻醉了一樣沒有知

覺了，「無心地」。「十者、聞所成地。」他聽聞經教，在修止觀的時候，把經教的

內容，那些字句他都能了解，還有他出定的時候讀經教，他能夠經講一句，他就懂一

句；（經）講兩句，他就懂兩句。但是離開了經，他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明不明

白？從前，從前有一位禪師，他有很多徒弟。有一位徒弟很聰明，很博學，整天讀

經，他走去問師父，拿 很多經的道理去問師父，師父怎麼樣說？不是對人人都這樣着

說的，是對這麼高級的人才這樣說的，他說：「你整天拿 那本經（書），那麼多名着

相有甚麼好呢？你簡直是一隻猴子，是一隻猢猻。」猢猻不就是猴子，為甚麼叫他做

猴子呢？（它）在樹上跳來跳去都不知道有多麼厲害，但一離開了樹就全沒有辦法，

便你捉了，就「猢猻離樹」了。随

他說：「你拿著本經（書），好像那隻猴子一樣，猴子在樹林裏就會蹦蹦跳跳，

即是拿著經就甚麼都（認）識，當你離開了那本經，你就會怎樣啊？全無伎倆了。」

「伎倆」即是辦法，你好像那隻猢猻一樣，離開了（那）棵樹就一點辦法都沒有，即

是罵他甚麼啊？「你這些是蛀書蟲來的！」離開了書就甚麼都不懂了，現在很多的書

呆子都是這樣。那麼這個「聞所成地」，經書裏面句句都會解（釋），句句他都會

讀，依著一句句來想就可以，「聞所成地」這是很粗淺的，可不可以啊？「聞所成

地」。你不要笑啊，你不要笑他書呆子啊！他好過你們很多人了，「聞所成地」。第

二步呢？進一步呢？讀了很多經（之後），丟掉那些經，扔掉它，消化了，自己整套

理論在自己肚子裏，那些經全消化了，不用要它了，叫做「思所成地」。明白了嗎？

「聞所成地」固然是很粗（淺）了，「思所成地」就好一點了，都還不是很好，

3



還有甚麼啊？整日在那些名相上打轉，一入定他就毫無辦法的了，與人吵架、與人辯

論就非常之鋒利，是嗎？叫他靜坐來體驗，他就一點都沒有辦法，那麼這種人有聞所

成的智慧，有思所成的智慧，就沒有修定所成的智慧，那修定所成的智慧是怎樣的？

平時你聽聞經（教）才有聞所成的智慧，聞所成的智慧。再進一步將它了解，消

化了它，離開那本經你都要了解的，叫做思所成的智慧。到最後，在定中將它反反覆

覆地想，把你所懂的那種理論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通想透，那是不是要很 張紧

的？不是，想一下，每入定都想一下，修觀想一下，想得多呢，總有一天你都不用想

了，一坐下來就好像看電影一樣出現了，不用想的，在定中確是體驗到了，確是如

此，不會不是的，那時候的那種智慧叫做修定所成的智慧，簡稱叫做「修所成慧」。

聽不聽得明白啊？在這處，「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越講就越高級了。

之後呢？「聲聞地」。

有一種人很有善根，他那個阿賴耶識裏面藏有可以修行成阿羅漢的種子，但這種

人的慈悲心不夠廣大，他整天都想出世，整天都想入涅槃，覺得做人和生死輪迴太苦

了，不如將生死輪迴這種情況停止了，生死輪迴都停止了的這種狀態，就叫做涅槃，

梵文叫 nirv naā ，叫涅槃。涅槃者，就是生死輪迴停息了那種狀態，這種狀態有沒有

實質的？有！實質就不叫做涅槃，小乘就不告訴你知的，大乘裏面講這個叫做甚麼？

龍樹菩薩講這個叫做諸法實相，這個叫做空性，（涅槃）實質。

唯識宗叫這個做真如，六祖就講這個叫做佛性，明不明白？這樣，那種人就真正

依著小乘經（教）來修行了，確是可以證得涅槃的，但是可惜慈悲心不夠廣大，他自

己證得了涅槃，他就要離開了，不再做人了，不再輪迴了，怕啊！這種人，佛就說他

慈悲心不夠廣大，沒有用的，這種人只是自利，實在也不是很自利，不過他的（慈）

悲心不夠廣大，他不肯乘願再來，是這樣解（釋）。那麼，這種人蠢蠢的，就要聽聞

釋迦佛說法的聲音，然後依著他的指導去修行，叫做「聲聞」。（那）個「聞（粵

音：問）」字讀去聲，作名詞用，（粵音是）「文、敏、問」，不是讀「聲文」，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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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而悟道的那種人，「聲聞」，這一地是講「聲聞」的。那「聲聞」應該怎樣修行

啊？我想出世要怎麼修行啊？你讀「聲聞地」好到極了，而且你學修止觀與學佛的人

啊，別的「地」不讀也沒所謂，這個「聲聞地」就非讀不可，你想詳細知道修行小乘

（佛教）的道理就要讀「聲聞地」，讀其他的都沒有這麼好。

現在我們很幸運的，我們想讀「聲聞地」，隨時花幾百元就買得整套《瑜伽師地

論》，如果你想省錢就借別人的那部（經書），花十多二十元，就影印整套〈聲聞

地〉去讀，你就可以了解很多東西了。還有一套書非常之好的，我介紹你，一定要買

來讀，原始佛教最重要的書，百科全書，小乘（佛教）上座部的百科全書。百科全

書，可以稱得上是百科全書的有三本，一套就是《大毗婆沙論》，二百卷，小乘的；

一套大乘的，空宗的，叫做《大智度論》，甚麼都講，事無不窮，理無不盡；第三套

就是唯識宗的《瑜伽師地論》，也是百科全書，甚麼都有，那些人 它事無不窮，理説

無不盡，就是這樣了。

這三部，舊時就這三部，現在多一部，你們很幸運，還是白話文，這部是甚麼

啊？不是這部，別處有，如果有的話，想買就快點買了，我見到好像只得一部了，叫

做《清淨道論》，是錫蘭，斯里蘭卡的，斯里蘭卡學佛的百科全書來的，如果你沒有

讀過，你去到斯里蘭卡都是白去的，如果你能夠讀，你買這本白話文來讀也一樣，把

小乘（佛）教裏面，小乘（佛）教中有上座部和大眾部，它是上座部的，把上座部的

理論和修行方法、戒律，整個事無不窮，理無不盡，完完整整的講給你知，（書）很

厚，有一英吋半這麼厚的，很便宜的這本書。

你一看過之後，你呀，我現在對你很有功勞的，如果你肯去看（這本書），你看

完之後，你就請我去飲茶還嫌少，請我吃飯，你告訴我知看了這本書的益處（有）幾

好，一定要會講給我聽。沒有看過的與看過的（比較），簡直（這）個人是不同的。

這三套書都是（這樣）。現在我們是講《瑜伽師地論》，但是還有那兩部你可以讀

的。那麼這「聲聞地」，如果他是（學）小乘（佛法）的，這一「地」已經很足夠

了。第四，就是「獨覺地」，是講那些不用靠佛，自己修行的獨覺的那種。第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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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甚麼？叫做「菩薩地」，講大乘菩薩的修行的，學大乘（佛法）的人，這套書非

讀不可的，如果學大乘（佛法），（連）這套書都不讀的話，這個人不是學大乘（佛

法）的了。「菩薩地」。

我記得好像王聯章好像講過，是嗎？講過「菩薩地」是嗎？現在好像又有人講

「菩薩地」，是嗎？不知道是誰。應該是這本書這「菩薩地」好很多，尢其是你受菩

薩戒那些（人）。《菩薩戒》是「菩薩地」的一品，〈戒品〉，「菩薩地」。那你對

（照）上面了，是嗎？你對一下，「有尋伺等三」，亦即是甚麼？第五，不是，第

四，不是。「第三、有尋有伺地。」，「第四、無尋唯伺地。」，「第五、無尋無伺

地。」是嗎？到下面就看偈頌，「三摩地俱。」即是甚麼？「第六、三摩呬多地。」

即定地，不是我們人間的境界來的。

「第四（七）、非。」，「非三摩呬多地」。到第八了，「有心和無心」這兩

地，「第八、有心地。」「第九、無心地。」再看，「聞思修所立」，所立即是所

成，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你看，「第十、聞所成地。第十

一、思所成地。第十二、修所成地。」這個「修」是指修定啊。再看，「如是具三

乘。」看了，「第十三」，「聲聞地」（就是）「聲聞乘」，（第十四、）「獨覺

地」（就是）「獨覺乘」，（第十五、）「菩薩地」（就是）「菩薩乘」了。

看回本文，頌文「有依及無依。」「第十六、有餘依地。第十七、無餘依地。」

「十七地」。這樣，夠鐘了吧？好了，今晚就解釋到這處，你讀了很多了，我（下

次）講之前你可以讀完這本書了，明年我再回來呢⋯⋯

第十六頁，這第十六頁，那些論文，大家知道哪些是論文了，論文呢？至重要是

會看那些論文，那即是說「十七地」，這個「本地分」裏面分十七個地，即是我們修

行，依著《瑜伽師地論》來修行，按步就班的，我們要好像由一個階段進入第二階

段，又進入第三階段那樣的。那麼這個「十七地」之中，「十七地」之中是不是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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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鬆鬆散散的呢？不是，而是很有系統的。這個系統，你說很有系統，我們在哪裏

看到這個系統呢？就是看「十七地」中的關聯，是怎樣看得到呢？那麼你看一下第二

十二頁，第二行，看不看得到啊？在這裏就知道全部「十七地」每一地之間有些甚麼

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了。

你看看這處，大家有沒有啊？「此中境、行、果三，就瑜伽配十七地。」這句是

怎樣解（釋）呢？「此中」即這裏，即這本經，這本論裏面，十七個地，十七個地就

分做三部份，一部份就講「境」，境者，境界，就是甚麼呢？目標，我們所修行，我

們修行所經歷的境地。「境」英文 object，我們修行的時候，修瑜伽，修止觀，我

們坐下來是否甚麼都不想的呢？不是的，我們的心對向、思維著一類東西的，我們所

思維所對向的是甚麼呢？現在他告訴你：境、境，對象。

有了對象，就怎樣呢？「行」，這個「行」字讀「行（ 音：杏）」，因為它是粤

名詞，「行」字如果作動詞用，就是我們行路了，就讀「行（粵音：恒）」，如果當

名詞用的呢？當行為的解釋呢？就讀（粵音）「恒、很、杏」，好像杏仁的杏字那個

音，如果當它是一行一行那麼計算呢？就讀（粵音）「航」，就是這個「行」字用來

做名詞用，就有兩個音的，一個讀（粵音）「杏」，當品行解（釋），或者行為的解

（釋）；另外一個，也是當名詞用的，就讀（粵音）「航」，即是甚麼啊？「那處是

建築行啊！」「那些是泥水行啊！」「那些是砌木行啊！」「行」，或者「那些軍隊

操兵是一行一行操的。」讀（粵音）「航」，這個（「行」）字讀「航」，讀

「恒」，讀「杏」三個音。

那這處「境、行、果。」「恒、很、杏」，杏仁這個（杏），有很多人讀「境、

行（粵音：恒）、果。」都沒有所謂的，那個意義都是差不多了，不過，如果正音

讀，應該讀「境、行（粵音：杏）、果。」大家這樣讀沒有所謂，萬一你座中有些人

出去講經（說法）的呢，講經的時候，你讀「境、行（粵音：恒）、果。」的呢，剛

剛遇到有喜歡挑剔的就（會說）：「這個講經的師父，讀個字都讀破字膽，連字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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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讀啊！」這樣就不是很好了，是嗎？如果就這麼看就無所謂了。是嗎？而且我們中

國古代，「恒、很、杏」這些平上去入四聲（調），中國古代都沒有四聲的。

晉朝，晉和南北朝以後才講四聲的，以前沒有人講四聲的，所以不是很重要的。

「行（粵音：杏）」，即是行，因為有了對象，我們要行（走）去（這）對象才對

啊，如果你不行（走），你一世都不會到的，「行」。那麼「行」的結果呢？有沒有

結果呢？如果沒有結果我們行來幹甚麼呀？「行」，我們一定要有效果，「果」就是

效果。那麼這「十七地」大致來分，分為「境」，修行的境；修行的那些實際的行

動，「行」；修行所得的效果，「果」。是嗎？「十七地」裏面分做「境、行、

果」，我寫出來給你看，以「境、行、果」這三種瑜伽來配「十七地」。

那麼「境、行、果三，瑜伽配十七地。」普通人家是這樣點句的，大藏經裏面

啊。我現在是依大藏經來點句，（依）照我看呢，大藏經裏的點句就是錯的，應該怎

樣啊？「此中境、行、果三瑜伽，」即三種瑜伽，「配十七地。」應該這個讀法，不

過大藏經已經點開了，就由得它吧！這「十七地」是怎樣的呢？「前九地是三乘的

境」，前面這九（個）地，就是「境」，三乘者，（就是）聲聞乘、獨覺乘、菩薩

乘，三乘的境。

「次六地是三乘的行」，其次有六（個）地，是這三乘所修的行。「後二地是三

乘的果」，三乘人修行所得的果。兩地。這系統就這樣了，那你看著了，「觀境起

行。」我們修行的時候，修止觀的時候，在定中觀那（個）境，觀境之後呢，觀境就

依著那個境來發起應修的行，就是「觀境起行」。這是「境」與「行」的關係，觀

「境」然後起「行」，由「行」（的）結果而有效果，「方證果故。」，「觀境起

行，方證果故。」會不會解（釋）啊？

這樣，你現在見我很囉嗦的，好像教小孩一樣的教法，你不要嫌我這樣，我現在

舉一個例子，等你看經（書）的時候，就不要“sir sir”聲地好像水過鴨背那樣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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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慢慢看，每一個字，每一句結構如何，這樣你看經（書）一遍比別人看十遍更

好。「境九惟三。」九個境裏面分三部份，第一，就是「境」的「體」，甚麼叫做

「體」啊？「體」即是本質，本質，境的本質是甚麼？「境」的「體」，「境體」有

兩個。

羅公：「不夠寫啊 」「境體」，「地」是講「境」的本質的，哪兩地啊？⋯⋯

羅公：「第一地是甚麼啊？妳講給我聽。」

學生：「我不會呀。」

羅公：「為甚麼不會呢？會不會啊？你會不會啊？第一地，境體第一地，你講給我

聽。」

學生：「五識身相應地。」

「五識身相應地。」與五識有關的，「相應」即是有關聯，有關係，與「五識

身」有關的那些資料，「五識身相應地」。還有呢？第二地呢？知不知道啊？「意

地」，「意」是指甚麼？是指那三個識，第六識、第七識與第八識，「意地」。講來

講去，那「十七地」的本質就不過是這八個識而已。再詳細地講，整個宇宙萬有的本

質就是這樣八個識，叫做「萬法唯識」，是嗎？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也是那八個心（識），八個識也叫做心，八個心，

所以宇宙萬有的本質就是識，所以「境」的體也是識。明白了嗎？這兩地的關係呢，

那為甚麼不合在一起呢？要分開了？好簡單的，「五識」就是向外追求的，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就（是）向外追求的，同時也要有物質做器官，而

第六意識、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就不需要物質器官，而且在內部的。

「境九惟三。」那「境」的九地就劃分為，分類就分成三種、三類，初二地是境

體，初二地是境體，即「五識身相應地」、「意地」這兩地是「境」的體，會解了

嗎？為甚麼啊？甚麼理由啊？他說「一切皆以識為體故。」會（理）解了？因為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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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的本質都是識來的。「次三地是境相。」有體，有本質了，所顯現出來一定有相

貌的，境的相貌，境的相就分做三地，三地的境相。「下上粗細境相別故。」說明給

你聽，為甚麼要分三啊？境相也分三啊？是嗎？一地合起來就好了，為甚麼要分三地

啊？因為有下、有上，明不明白啊？因為那個相貌有下有上，為甚麼是下啊？欲界那

些是下，色界、無色界是上，是嗎？有下有上，有粗有細，有思想的。欲界和初禪有

思想的就粗一點，上界呢？二禪、三禪、四禪那些呢？二禪天、三禪天、四禪天的

呢？那個定、那個思想很微細的，就是細。

「上下有別，」上境和下境的相貌有別，粗的境和細的境相貌又有別，異即是有

別的解釋。「下上粗細境相別故。」下上的境相，粗與細的境相是不同的，會解了

嗎？我現在好像教國文那樣教你的了，因為看到美國和加拿大固然有許多竹升（在西

方出世的華人），現在香港也不知有幾多？這三地，是境相，這三地，境相，「五識

身相應地」到「意地」，「意地」到甚麼地啊？「有尋有伺地」，「有尋有伺地」，

甚麼叫做「尋」？甚麼叫做「伺」啊？「尋」、「伺」合起來就等於現正所謂的思想

了，如果分開來講呢？那些很粗的思想就叫做「尋」，好像尋找東西一樣；很微細的

思想就叫做「伺」，即是留意著，很微細地留意，叫「伺」。

那天不是講過了「思」和「慧」兩心所嗎？「思」多「慧」少就叫做「尋」，

「慧」多「思」少就叫做「伺」。「有尋有伺」就是有思想的，一有思想，我們現

在，你們不妨找些舊式的心理學讀一下，凡是思想一定有概念的，明不明白啊？

concepts，除非你不思想，你（若）思想一定有概念，沒有概念你不能思想的，但

是經驗不一定要（有）概念的。思想，這個 thinking一定有概念的，但如果你

experience，就不一定有概念的，為甚麼呢？例如，嬰兒初出世，你跟他瞪眼，他

都莫名其妙的，有沒有概念啊？他會不會思想這個是媽媽？那個是醫生啊？這上面叫

做天，這下面叫做地啊？沒有，沒有概念的，只是見到整幅東西，都莫名其妙的，是

嗎？那時的那些就叫做純粹經驗，沒有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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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慢慢地那小孩子不用多久就有概念了，那個媽媽餵奶給他之後，他見到媽

媽就有好的觀念了，是嗎？這樣時間愈久之後就知道，見到媽媽，媽媽就會給奶他吃

的，爸爸會笑著摸摸他的，他知道這樣，有個媽的概念，有個爸的概念。漸漸就（知

道）有些家人了，這個是祖母了，那些是甚麼甚麼了，這些叫做小孩子吃奶奶，這些

是奶奶，那些餵苦茶給他喝的，那些是苦茶了，漸漸的那些概念一直起了，初時啊。

那就是說初初的經驗是純粹的經驗，沒有概念溝雜的，一到後來，慢慢地那些經

驗與概念就溝雜了。概念與經驗一溝雜，我們就真是落在塵網了，是嗎？這樣，怎麼

樣呢？如果你修定呢？講到這處，你如果修定啊，修定呢，我先講完這裏，佛教叫概

念做甚麼呀？記住了，你們記住了，假使你將來想看佛經呢，你就記住了，我們心理

學上叫做概念，哲學上叫做概念，佛教叫做甚麼啊？叫做名言，名（是）名稱，或者

叫做言，說話，又叫做假名。佛教叫做名言，禪宗有一個祖師，有一個大德，有兩句

詩：「一落言詮就成戲論。」「一落言詮」，言即是講話，詮即是解釋，講話與解釋

是一定要名言的？一定要概念的？他說：「你啊！修行的人啊！修禪定的人啊！一落

在言詮，一走進名言概念那個塵網處，你就成戲論了，你就難搞了！」

你想證（真如），你想把捉你的真如佛性，就不用想了，成戲論了，「一落言詮

就成戲論」了。即是說甚麼？你修禪至緊要呢，學禪宗的人至緊要打破一切概念，凡

有概念都不對，是嗎？一有概念就不知道是甚麼了。所以後來的人對《六祖壇經》

啊！後來的人將《六祖壇經》改成了那句甚麼呢？你唸給我聽，六祖啊，他常常 的説

一句，學生：「是不是『本來無一物』啊？」啊！對了！沒錯了！第一句「菩提本無

樹」，有樹，有概念就不對了！有概念就不是菩提了，是嗎？「菩提本無樹」。

第二句呢？學生：「明鏡亦非臺。」「明鏡亦非臺。」他的心好像明鏡一樣，但

你說明鏡好像座臺一樣，那你就執著了，起各種名言了，那所以要怎樣啊？「本來無

一物，」明鏡，你講明鏡都是有物，是嗎？你講菩提都不對，都是有物，本來就是一

點也沒有的，「本來無一物，」既然「本來無一物」，哪會有塵埃呢？這下面那句就

不用理了，是嗎？這所以那些學禪的，那些禪家最棹忌（忌諱）有名言。禪家如此，

11



唯識（家）都一樣，你唯識常常講名言的，一會講八個（識），一會講「五識身」，

又講「意地」，又甚麼地，又講「有尋有伺」這麼多！這些難道不是名言嗎？沒錯

啊！如果你怕（這）些名言，你始終就會籠籠統統，你一定要先不怕名言，不怕名言

就會怎麼樣啊？你要知道，瑜伽宗，《瑜伽師地論》就講：「以分析名相」，「名

相」就是概念，名即名言，叫做名言又叫做名相，「以分析名相始，就以排遣（名相

終。）」遣即是除、排除。

起頭就逐些逐些的將名相分析，開首，但最後你（要將）所有名相掃清了，「以

排遣名相終。」這兩句話是誰講的？是章太炎講的，章太炎（這）一世最崇拜《瑜伽

師地論》了，是嗎？有些人問他：「為甚麼你這麼喜歡《瑜伽師地論》呢？」他說：

「《瑜伽師地論》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我們真的不可及啊！」

章太炎，你看看章太炎有篇叫做《述學》，他述他自己學東西的，他說學問的最

高境界莫如《瑜伽師地論》，但現在的人都不讀，學佛的人都不讀，這種人真是可

惜，為甚麼不讀啊？沒甚麼的，不會讀，一句話，我盡是得罪人啊！他不會讀，所以

他不讀，是嗎？會讀的話，這麼好的書，為甚麼不讀呢？是嗎？章太炎這麼好（學

問），你的學問好過他嗎？他都這樣崇敬了，那為甚麼不會呢？你這個是惑，你不

會！連讀你也不會讀！凡思想都有名相的，有名相就弊！

這樣，我們「有尋有伺」，「尋」就要名相的，又要名言的，又要概念的，

「伺」又是要名言概念的，就很低級的「有尋有伺」，凡有名言都是低級的。在佛教

來說，要擺脫名言的，「有尋有伺」有很粗的名言，又有很微細的名言，都是低級

的。「下」了，下等的，是嗎？「下」，很粗的，是嗎？「下」，粗的。第一就

「下」，低級的「有尋有伺」，如果說我（認）識很多概念的，我（認）識很多東

西，那就是你很低級了。我讀書讀到整車的書都讀過啊！這低級啊！講修行啊！講學

問你是最好，你去做教授你會第一，你講修行你就是死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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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車、整櫃書在你的肚子裏，你要撇除它，你就夠難了。修行（是）另外一回事

啊！「有尋有伺」最低級的。第二，比它高一點的呢？就是「無尋（唯伺）」了，粗

的思想沒有了，只有，「唯」即是只有，只有微細的思想而已。第二地了，這個中等

的，做到這樣，名相呢？知道那些名相都是假東西，都不是好東西了，不過我現正仍

然有，都需要的，這是中級。

最高級的呢？就是甚麼？上級的呢？就是「無尋無伺」，純粹經驗。「無尋無

伺」不是說變了石頭啊！即是在定中有純粹經驗來享受那個定的境界，這個叫做「無

尋無伺」。上級了。下、上不同，是嗎？下、中、上，粗細不同，「有尋有伺」的思

想是很粗的，「無尋唯伺」呢，都（還）過得去，「無尋無伺」最微細，「粗細異

故。」明不明白啊？這個境的相貌啊！境界的相貌。

羅公：「你又不叫你的丈夫來？」

「相三地，後之四地是境界位。」知不知道怎樣解釋啊？記住，這個「位」，這

個「位」字普通兩個解釋：一個當作階段的解（釋）；一個解當作特殊情形，特殊情

形。這裏不是當（作）階段的解釋，這裏當（作）特殊情況，特殊情形解的這個

「位」字。這個特殊情形，英文，你如果是讀英文的，你這個（「位」）字就不明

白，occasion，occasion就是各種不同的狀況、情形，occasion，境有種種不同的

occasion。你現在同是一個大海都有種種不同的 occasion的，忽然間遇到有風的，

大起波浪是一種 occasion；第二就是波平如鏡，又一個 occasion；是嗎？忽然間又

會海嘯的，又是一種 occasion。明不明白啊？

境也是有種種不同的 occasions的，這種叫做「位」，「境位」。境界的「位」

有四種，四種，麻煩你講給我聽了，四個情況（的）第一個，學生：「三摩呬多

地。」「三摩呬多地」，「三摩呬多」即是定，sam hitā ā這個字是定，定的，入了

定的，入了定的時候所見的境，這種叫做「三摩呬多地」。

13



第二呢？學生：「非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不是入定的，現在我們

都是「非三摩呬多地」。到這處，順便講「三摩呬多」這個字給你聽，「三摩呬多」

即梵文的 sam hitā ā 的 tā 去了，第二是梵文的（字母）「 t」是讀「 d」

的，sam hitā ā，就譯做等引，普通的「定」，普通的定就叫做三摩地，是嗎？又叫

做三昧，sam dhiā 這個字是三昧，三摩地，舊譯這個 sam dhiā 字的「dhi」尾音，中

國人喜歡將尾音略去，現在很多中國人讀英文（時）那些尾音不見了，sam dhiā 這

個字的「dhi」音也沒有了，譯做三摩，三摩漸漸轉變為三昧，現在的三昧真火啊，

或得到甚麼三昧啊，即是講甚麼？入到了那種定，得到那種三昧。「某人修 提法，凖

入了 提三昧啦！」、「某人修那個甚麼？修馬頭明王法，入了馬頭明王三昧啦！」凖

即是入了三摩地。

這三摩地譯做等持，等持同是我們俗語所謂定，這個定字在佛經裏面有時用

sam dhiā 這個字，三摩地，有時候用 sam hitā ā，就譯做等引。那麼你現正就要解釋

了，記住啊！學這套東西以分析名相始，就以排遣名相終的，你現在是「始」，開首

而已，才小學，你就學分析名相，到你讀大學的時候就要排斥名相、排除（名相）。

你不要一開首就想跳，「不用名相的！」這些是沒有學問的人騙你而已。開首一定要

名相，等於你游水，你學游水，開首老師教你怎樣來呼吸，是嗎？怎樣一、二、三、

四去扒，這些名相不可沒有的，到你整個（人）跳進水裏都沒有浸（淹沒）到了，一

跳下去就會游了，還要那些名相幹甚麼啊？全部都不要！到最後你就排遣名相，你明

白嗎？切記！切記啊！不要開首就學（別）人排遣名相啊！

等持就是三摩地的等持，那麼三摩地是甚麼呢？sam dhiā 是我們五十一個心

所，我有講過心所了嗎？是嗎？講過心所了！我們有五十一個心所，五十一個心所之

中，第一種心所有五個，叫做遍行心所，講過沒有啊？講過了吧！學生：「以前講

過，以前講過。」

這次沒講啊？沒講過你就問，問那個講唯識的老師，如果他講得不清楚，你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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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清楚給你知道。明白了嗎？我也講不了那麼多啊！是嗎？所以你不要以為，是淨達

（法師）講嗎？她講心所。你一認識了（心所），現在就有用了，是嗎？你不識呢？

現在搞不清楚了，那閣下搞不清楚是閣下的事了，現在我沒可能講給你聽。

我們的心所有五十一個，五十一個心所分做六大類：第一類叫做遍行心所，一個

叫做觸，一個叫做作意，一個叫做受，一個叫做想，一個叫做思。有沒有唸過《唯識

三十頌》啊？沒有啊！你快點回去唸了它，你聽我的話，回去唸了它，你就終生受用

不盡。第二類心所叫做別境心所，有沒有讀啊？「初遍行觸等，次別境謂欲、勝解、

念、定、慧。」

五個叫做別境心所，第一個就是欲，第二個就是勝解，第三個叫做念，第四個叫

做定，定字梵文就用 sam dhiā ，sam dhiā 是怎樣的呢？三摩地這個字如果你會英文

呢，你就將它譯做英文，三摩地譯做英文， concentration，精神集中，三摩

地， concentrates，我們的精神集中，當你精神集中的這回事我們叫做

concentration，這個字梵文叫做三摩地，中文普通叫做定心所。定。

我們有一個心所叫做定心所，我們的定心所一起作用的時候，能夠把我們的意

識，把我們的心靈，把我們的精神集中一處，這個（定）心所。三摩地的名（稱），

梵文的名叫做三摩地，譯做中文呢？譯做定，這個「定」字譯得不是很好，應該譯做

等持，等為甚麼是等啊？等即是平等，為甚麼叫做平等啊？連續下去，第一個剎那這

樣，第二個剎那又一樣，第三個剎那、第四個剎那、第五個剎那，個個剎那都一樣平

等的一樣，平等。平等這兩個字你不要以為是那塊板壓平了的解釋，譯做英文，譯做

sameness，「s-a-m-e-n-e-s-s」，sameness平等，即前後一樣的。

那麼，三摩地就譯做「等持」，即是每一剎那，每一剎那都是（一樣），譬如我

現正想著個阿彌陀佛，第一剎那想著阿彌陀佛，第二個剎那又想著阿彌陀佛，第三、

第四、第五、第六乃至第一百、二百個剎那都想著阿彌陀佛，沒有想另一樣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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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叫做甚麼？「等」了，這就是 same，每一剎那都是這樣，你是不是讀英文的？

那就會解了！都是這樣，這樣就叫做「等」。「持」，「持」即是控制，control，

每個剎那都一樣的，控制我們的心，不要讓我們的心亂跑的這種力量，就叫做等持，

會不會啊？那麼這個所謂三摩地其實是指心裏面的一種特殊作用。

但 sam hitā ā就不是了，不是了，sam hitā ā是甚麼？三摩呬多是甚麼？止又叫做

等引，等者就是等持，用等持的力量來引出這種狀態，引起一種甚麼狀態啊？我們坐

著很安然的、很定的，一點分別都沒有，就指這種狀態，等引明不明白啊？由等持的

力所引出來的那種狀態，所以叫做等引。等持就是一個心的作用，等引就不是了，由

這個心的作用所引出來的那種整個我們的身心的整個狀態，明不明白啊？

所以你有時見到用等持，有時見到用等引，是怎樣呢？等持指心的作用的一種，

等引就指所引出的那種身心安詳的狀態。這樣的講法明不明白啊？會不會囉嗦啊？如

果囉嗦我可適可的。「三摩呬多地」即是入定了的狀態，（這）個身心入定了的身心

狀態。「非三摩呬多地」就不是入定了的狀態。還有呢？「有心地。」甚麼叫做「有

心地」啊？這個心指第六意識，還有第六意識的那種狀態就叫做「有心地」。你現在

是不是「有心地」啊？是。

「無心地」又如何呢？你出世之後你沒有試過，有人試過也不定，有沒有做過大

手術啊？有沒有人啊？你試過，當你施大手術的時候，是全身麻醉的，甚麼知覺（都

沒有），好像死了一樣，是嗎？那時候你就是無心的狀態了，沒有第六意識了，（雖

然）沒有第六識，（但）還有兩個識，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

因為這兩個識沒有停止，所以你的麻醉藥過後，那個醫生拍一拍你的時候，就即

刻醒來，醒來之後，施手術以前的事情你全部記得到，因為你的第八識連續工作，明

不明白？你可以體驗一下。「有心地」是有意識活動的，是指第六意識。「無心地」

呢？這位朋友就有經驗了，他那時入過「無心地」了，後來就走了出來，「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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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這個「無心地」不是說普通吃了麻醉藥，不只是指這些，是指甚麼？是指入了

一種定，入了一種定叫「滅盡定」。有兩種定就是「無心」的，先講完了（這個）

「無心」給你聽，「五位無心」，記住啊！這個又是要（認）識的，又是名相啊！

這個「位」字當（作）occasion解釋，五種情況之下，他沒有第六意識的，叫

做「五位無心」。好了，「五位無心」，你講給我知道，「意識常現起，」唸過了

嗎？「除生無想天。」有誰唸過啊？有誰啊？一個都沒有唸過嗎？啊喲！真是哀哉！

「五位無心」，這個就不用寫了，我寫這幾句給你看，他說我們的第六意識呢，

是常常都出現的，但是除了五種情形，有五種情形意識不出現的。「除」，這個

「除」即是 except，除了甚麼啊？

第一個情形，一，生「無想天」，如果你生前常常修「無想定」，你死了之後，

你就會生天，生哪個天啊？生（在）這個「無想天」，可能你的壽命（有）五百劫，

好像凍結了一樣，五百劫無知覺，無意識，你生在「無想天」（是這樣的）。你切不

可生啊！你知道嗎？所謂「三途八難」，「八難」你知道嗎？其中有一難就是生

（在）「無想天」了，這個災難來的，你不要以為是好東西！不止「無想天」，還有

些「長命天」，「三途八難」之中八難，八種災難，這八種災難之中有一種災難叫做

生在那些「長命天」，生在「長命天」很弊（不好）的，你想死（但）死不了，那時

候長命過頭了，你就很麻煩的了。

你現在整天想著長命，真的長命到地球毀滅了你都不死，那時候你真是麻煩到極

了！是嗎？你不要以為長命就是好事，太長命是一種災難啊！除了第一，生在「無想

天」，這個意識不起的，五百劫意識不起，還有甚麼啊？「及無心二定。」兩種「無

心定」，兩種「無心定」，甚麼叫做「無心定」？有兩種定，是沒有第六意識起的，

一種叫做「無想定」，佛教不修的，那些外道是修的，「無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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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講一件故事你知，有這件事實，印度有很多 yogi，那些叫做甚麼？叫做瑜

伽師傅，不是瑜伽師，是瑜伽師傅，他能入定入到第六意識停止了。從前在印度有一

個 yogi，那些瑜伽師傅，他要表演、表演，在某一個大官，好像是印度總督的花園

裏表演，掘開了地，做一個龕讓他坐在那裏，他入「無想定」。入了定之後，一坐下

來入定就叫別人拿些泥埋了，埋了那個龕，埋了那個龕。

第二天，廿四小時後開龕，開了龕叫醒他，當時還找來一個醫生做證，於是那個

醫生看著他，將這個瑜伽師傅送到龕坐下來入定，入定之後，關了龕門，放進地下，

給泥埋著，二十四小時後開龕，開了，掘開它，拉回那個龕出來，那個瑜伽師傅還在

入定，還沒有出定，出定很容易的，找一個引磬「叮 」，在耳邊叮幾叮，他就出定⋯

了，於是他出定，一叮了之後，他就「唵 」的這樣一聲，（再）連（續）「唵」了⋯

幾聲，之後就慢慢地活動著，肯定要很慢的了，一急著動那手會斷的，慢慢地等血脈

流通起來，讓心臟的血脈循環好了。

他入「無想定」的時候，這個肚臍，全身都不動的，只是肚臍下面輕輕的震動，

不是完全不震動，這個丹田在輕輕地震動，那些血脈是慢慢地流通的。這樣，他

「唵」一聲就醒了，醒了，那個醫生，一掘開那個（龕）的時候，那個醫生用聽筒來

聽一下（他）有沒有心臟跳動，他不見他（的心臟）跳，醫生：「不對啊！我是醫

生，如果人的心臟一停了，我要宣布他死了。這怎麼辦呢？」後面的人就說：「你等

一下再宣布也不遲啊！」「他（在）表演的，你等一下宣布也不遲啊！我們為證，不

會令你犯罪的。」然後不久，「叮」了之後不久，（瑜伽師傅）出定了。

那麼這種（「無想定」），不是佛教徒才入得到的，現在可能佛教徒還入不了

呢！外道都入到的，那些瑜伽師傅就入到了，很多人入到（「無想定」），印度很多

人入到（「無想定」）。如果生平修這種「無想定」，死了之後可以生在「無想

天」。這樣就一種了，「無想定」，「無想定」是怎樣的呢？前六識停止了，第七識

不停，第八識都不停，這樣，「無想定」。你們都練得到的，不過，時間長了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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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能，十幾分鐘啊，一個、半個小時或者你們都練到的。第二種叫做「滅盡

定」，「前六識」全停止了，那麼不就是同「無想定」一樣？不同，有點不同。

我們的第七末那識，如果你不是阿羅漢呢，你的第七末那識就有四個煩惱心所常

常起的，哪四個（煩惱心所）啊？第七末那識？你會不會啊？第七識「四煩惱常

俱」，第七識啊！「謂我癡、我見」，一個叫做「我癡」，一個叫做「我見」，「並

我慢、我愛」，一個叫做「我慢」，一個叫做「我愛」，這四個煩惱常常跟著（這）

個第七識的。

那麼，講到這裏，我又喜歡罵人了，你們啊！入「滅盡定」呢？如果你入「無想

定」呢？你的第七末那識還有這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煩惱不

停的，但是如果你是阿羅漢呢？你的第七識就沒有了這四個（煩惱心所）的，斬斷了

這四個煩惱的，「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鏟除了。

所以阿羅漢（不）入「無心定」，就入「滅盡定」了，在定中裏面，那些「我

癡」、「我見」、「我慢」、「我愛」（全部）停止了。這樣所以呢，「滅盡定」是

聖人入的，阿羅漢入的，阿羅漢，阿羅漢都不一定入得到，有些阿羅漢入得到。「無

想定」就不是了，那些外道、那些 yogi都入得到，明不明白啊？你一定要懂得名相

才可分辨得到，不懂分辨（名相）沒用的，你聽十年都沒甚麼用的，人家如果是會記

名相的呢？（聽）三年好過你（聽）十年，你看一下他們很快的，我們的學生記得名

相的，十年後見到你們，你可以說你依然故我，如果你肯記一下名相呢？三年後見到

你（就）刮目相看。

你如果一記得到名相，人家說：「他成仙啊！他入聖啊！」由他講！你都不知道

多麼清楚，你的頭腦，是嗎？你不懂名相，根本就糊糊塗塗，人家講你都不明白，是

嗎？這種叫做「無心」，「無心二定」，即兩種「無心定」：「無想定」、「滅盡

定」。兩種 cases了，生「無想天」一種 case，「無心二定」兩個。前八就「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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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嗎？「前八」，前面八地都有第六意識的，「故先說。」先講「有心地」。

「後一無心地」，後一個「滅盡定」是「無心地」，「故後說」。那麼「境」講完

了，那麼你看一下，「十七地」以為剛開始，原來它的組織很周密。由境之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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