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公：「道諦」裏面，你數啦，數，「四念住」。

聽眾：「三十七道品」。

羅公：「四念住」、「四正勤」、是嗎？「四正斷」、「四正斷」、「四神足」，三

四一十二了。

聽眾：「五根」。

羅公：「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總共三十七個。聽不聽得明

白？

三十七，修道有三十七個，用英文來講是三十七個 program明不明白？那張節

目單入面有三十七項節目，就是這樣簡單，是嗎？這樣，是不是一下修三十七種？不

是，有次序的，在未修，這三十七的總和， total，就叫做「道諦」。「道諦」裡面

修行的先後，最初就是「四念住」；跟著就是「四正斷」；然後跟著是「四神足」；

跟著「五根」、「五力」；到修到「七覺支」的時候「見道」，就證「預流果」，證

了「預流果」之後，到了後得智才修「八正道」，普通是這樣的。很詳細的。現在這

些那些外國人譯佛經就沒有講這些了，因為斯里蘭卡講的不詳不盡，我們中國人和西

藏人是懂的，西方人是不懂的，所以有些人認為看英文本的佛經其實是很「漏氣」

的，那些不行的，要不就是中文要不就是西藏文，或者直接看斯理蘭卡文，現在斯里

蘭卡那些叫做 Pali language，巴利文。是怎樣的？現在那些人說修道就是修「八正

道」了，修「八正道」不是這樣解的。這些都是很初級的講法，不過我們聽到就懶得

批評，懶得說他了，就由他這樣說好了。那些外國人其實很膚淺的，西方人讀東方的

東西膚淺到極。

我現在講給你聽，在初開始修道，未正式修之前，普通現在叫做「三十七道品」

的，「道諦」裏面未入流的就叫做「五停心觀」，初入門的初機到極的，修禪定的，

修觀，是「五停心觀」，「五停心觀」是怎樣？「心」者即是你的妄心，用這五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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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 stop你的虛妄心不要亂起的方法，叫做method，這種method是一種「觀」

來的，用「觀」來 stop了你的狂妄的心，叫做「五停心觀」。「五停心觀」的第一

種，差不多的，「貪」，若果你成整天都是「貪」，這個「貪」指什麼？貪食貪色那

一類，你就觀什麼？「貪」就觀不淨，你入佛門找老師，拜師傅，拜師父不是教你，

如果你真正是跟他學的，修行的就不是皈依了就走人，不是這樣的，你要親近他，由

他指導你怎樣修行，師父就看你的根機，是如何看你就是各有各的方法，看看這個人

是「貪」心重些，抑或是脾氣不好呢？

抑或他的心是意馬心猿太散亂呢？就看你的根機，在五種「停心觀」裡邊就指出

一種讓你修這一種，就不是說我今天早上修不淨觀，中午又修另外一種，不是這樣

的，現在很多人誤會以為真是這樣，這樣搞法你一世都不會有進步的，通常是師父替

你揀的，你初入門，你先修一下，修到你修得差不多，他才會教你修「四念住」的。

如果師父都認為你都是「貪」心重的，他就讓你修不淨觀，觀一個人，自己的身體的

不淨，也觀別人的身體的不淨，你自己的身體血肉糊塗沒有甚麼好的，你的身體就好

像牛肉檯的那樣差不多的，是呀！事實上在是差不多的，可能牛肉檯台的還比你的身

體乾淨，說不定的，因為牛是吃草的，你是吃肉的，所以牠會比你乾淨。

尤其有些是觀甚麼？男人，出家人就要觀女子，紅粉骷髏，最後就是一棚骨那

樣，觀，這樣觀的多，不斷觀，尤其在定中觀，講句不好聽的話就是甚麼？就是洗腦

了，就是洗腦？他不過就是用一種正確的道理替你洗腦那樣解，洗得多了，你對於自

己你不會覺得可愛，人，所謂「我」者就是沒有什麼價值的，那個「我」不過是這樣

的，血肉糊塗那樣有什麼好的？一個異性，娶老婆？嫁給你都不要，看下去就看到想

到只有一棚骨頭那樣的，不要搞了。

這樣的，這個其實就是洗腦的方法，「貪」觀得多，「貪」。如果你的嬲怒重

的、「瞋」的就教你觀慈悲了，慈憫即是慈悲，你一個人都是脾氣不好的，動不動就

喊打的，他就讓你觀慈悲觀，怎樣？一切眾生都是無始以來，生死輪迴之中，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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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不是自己的父母；沒有一個人不是自己的愛妻，沒有一個不是自己的愛子，根本

就沒有仇人，他無知他跟你仇而已，你有知你不應該跟他仇。

這樣就是對眾生一視同仁，這就是慈悲，這樣就壓倒那些「貪」、「瞋」心了。

師父就會這樣教你，你脾氣不好，你就去修慈憫觀啦！就是這樣的。這個「緣起」不

是「十二緣起」。那些蠢的人，看見人家蠢的，就叫他觀：人生都是眾緣和合造成

的，這樣就簡簡單單地觀，這是觀緣起。再去就觀「六界」，「地界」、「水界」、

「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地、水、火、風、空、識」，一個人

的生命不過就是這六種東西而已，「地」的就是骨頭、指甲，「地」，「水」就是

血，「火」就是體溫了，「風」就是呼吸和那種流動的血脈，「空」、空隙了，

「識」、精神作用了，即是六種零件配合，就叫做有個「人」的生命，根本就無所謂

「我」，只是六堆東西，沒有「我」的。

這樣想，蠢的人就整天執我的，所以「觀」什麼？不是觀十二緣起，是以六種東

西為緣結合而生起這個假體，緣起。如果你「慢心」很重，師父就會教你觀「六

界」，就是「地、水、火、風、空、識」，六界，那豈不是兩種都是觀六界？於是人

家就這樣解釋，「緣起」者，就是眾緣和合生起就是了，不用講這六種的。「六界

觀」就是那些我慢的人，即是說：你整日說有個「我」，就是你，你很了不起嗎？你

就是那六堆零件而已！

六堆零件一下子分散就沒有你了！那個你不是好東西！那個你的「我」不是好東

西！又有人這樣解。這樣就一、二、三、四，還有一種，不要用這個「疑」，用

「思」多，整天很多思想的，整天思想多多，不是想這樣就是想那樣，對付這種人，

師父就教他：你觀數息，觀數息怎樣？觀數息是最好的，我修這一種幾十年，我現在

還在修。坐在那裡端身正坐，漸漸的，電視上不是有個西方人在教這種東西嗎？又教

你？又教你 relax，在電視台是不是有一個人教 relax，我看過電視台有一個教，教

Yoga的，教meditation，22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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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過有一個，我有一天偶然擰開看到的，這樣，最初就是這樣，漸漸的就開始

多了，你怎樣？多了，吸入的時候，一、二、三，不再吸了，一、二、三，再一、

二、三，漸漸的就四了，四、四、四、了，這些西方人就 one two one two 在那裡

數，或者用小朋友那些要來彈鋼琴的，不是有那些拍子機？嗒、嗒、嗒、嗒的數著，

吸氣的時候就數一、二、三、四，然後閉氣了，鼓著那道氣，在那裡數一、二、三、

四，就覺得那個氣就入到這裡了，入到丹田，停在丹田，一、二、三、四，漸漸地又

由丹田慢慢呼出來，一、二、三、四，呼出來，都得了，好了，那時又再四、五、四

了，很辛苦的，漸漸地四、五、五了，呼氣的時候長些，接又再四、五、六，呼氣又

長些了，再漸漸地，神明……，不是一定行的，不過我告訴你就是這樣，再漸漸地你

又怎樣？

四、四、八，再漸漸地來就四、五、八，四、六、八，四、七、八，漸漸地那比

例要搞到二、四、二，那比例，比例而已，不是數兩下，如果你這裏數一、二、三、

四，那要怎樣？那你就要四四一十六了，然後，通常最好的，標準的是二、四、二是

標準了，二、四、二這個標準的比例，……，這個四不止十六，是六十！

聽眾：哎呀！

羅公：我問他，有什麼現象？

他說：肚就會發熱，一股熱力衝上來，好辛苦的，我血壓不是很好，不敢再做了。我

說：你血壓不是很好就真的不要做了，爆血管怎麼辦？是嗎？會爆血管的！如

果是老人家就不要搞這套東西，做得差不多上下就怎樣？都不用四、十六，做

得差不多這麼上下你自然會增多的，你自然會增多的，你自然會覺得吸氣的時

候氣就在上面，入到在肚臍下面盤旋，盤旋一陣之後，慢慢就像一條線那樣，

你的丹田就好似一個甕，那些氣就這樣走進去，在那個甕處轉一轉，又再出

來，就這樣而已。我試過做到這樣了。

聽眾：丹田是不是在肚臍之下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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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肚臍之下的那幅，有人說在肚子下第四隻手指那一點，那裏是一點？丹田不是

一點的，是整塊的，肚臍下那一幅約莫一隻手掌那樣大，一幅的，整塊的，那

一幅叫做丹田。這樣他的丹田就發熱了，丹田發熱的時候，你就會發覺，劉銳

之發覺了呀！

不止劉銳之發覺，馮公夏也發覺，很多人都發覺，我也發覺，我就只是丹田暖而

已，我沒有這種情況發覺，另一種試過，那個會陰，即是你坐在那裏的時候，剛好坐

在那張蓆上面，你的肛門與你的陰部，肛門與陰部的中間點，一定是貼住那張蓆的，

叫作「屎眼」，那一點叫做會陰，會陰之穴，就在那裏，那裏，密宗的人將那個位置

叫做「海底」，婆羅門教人也叫做「海底」的，叫做 bottom，bottom不就是海

底？這樣就在會陰那裏覺得有一種熱氣，啪啪啪一直湧上來，直湧上來，初初就衝到

肚臍，在肚臍就慢慢散開，降低，漸漸地就會 過肚臍一直去到心口，漸漸地就一路飈

到頂，那些人就認為到頂的時候就「真魂」可以出竅了，真魂出竅，其實所謂「真魂

出竅」你以為真是出嗎？

那些不學哲學的人就這樣說，那裏是真的出？其實是你起一種幻覺，覺得走了出

去，其實是沒有東西走了出去，其實是沒有東西出去，只是你起了幻覺。他以為明明

見到那樣東西的，是呀！你坐在那裏的時候，你的幻覺起，你會見到那樣東西，人的

精神是一種能量來的，好像有波動那樣，好像音波那樣，那部播音機在那裏，可以就

像在十萬八千里外，都收到那個聲音，你現在收到倫敦的都收到的，是嗎？難到是倫

敦的電台走了來你這裏嗎？不是的，是電波來到你這裡。

電波來的能量就在倫敦的電台裏發射出來，所謂「真魂出竅」並不是真出，只是

一種波動出來，所以那些人要學一下科學，那些人整天滿口講氣功，應該研究一下科

學，研究一下生理，研究一下科學，應該就這樣。你修得多，一股氣就衝上來，了不

起的！是了不起的。見得到的，見到甚麼？這樣見到的，有三條管，紅色、白色、藍

色三支柱子，扁的，這麼大支，在脊骨的前面，三條柱在那裏，一直頂到頭頂，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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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那些熱力通常只見到中間的那一條，深色的，中間的那一條直頂上去。葉文意都

見到，葉文意說好似火水爐那樣的色，好像火水爐那些火那樣，我說是了，我也見

到，試過之後我不再搞了。

聽眾：坐了多久？

羅公：幾個月。

聽眾：就這樣生丹田？

羅公：我不是，我是無意中的，我不是修這些，它自己起的，覺得一條管在那裡，扁

的，我見過一條而已，紅、白、藍我見不到，見過一條，光的，一路到這裏，

好了，不是，我不到這裏，只是到這裏。它應該會上的，剛剛到這裏，到這裏

的時候，一條管上，上到這裏，有一點點，好像那把劍的把手那樣兩面撐開

的。來到這裡，會擰的，我的頭不由自主地被推了過這邊，推到來這裏的時

候，等一陣又擰回過來，不是我想的，我想不擰也不行，它要擰的，再來一路

擰，但是它要擰過來它不止，如果它不止豈不是很僵？制止也制止不了，我個

心又想，那個心一亂，它就不動了，我不搞了。我就同葉文意講，因為她葉文

意講氣功，

她說：是呀！我都見到，她不是假的，因為我見到像火水爐的火水那樣的顏色，即是

那裏的藍色，淺藍色的。

她說：好像火水爐的顏色。我說：對呀！你見到嗎？

她說：是呀！我見到。我說，沒有聽見你講？

她說：我不會講，免得人家以為我說神奇東西，我不敢講，你說開氣功。

聽眾：她也是修丹田氣功？

羅公：是，修丹田。她修丹田。我修丹田的時候也是這樣見，後來就不修丹田了，就

是依正佛家，就是鼻尖，我現在都不行了，這樣，啪啪聲上的那些，佛經密教

裏面叫做軍荼利，ku alṇḍ ī，佛家叫做軍荼利，梵文叫做 ku alṇḍ ī，英文叫做

vitality，在那裏，在那海底裏，ku alṇḍ ī譯出意義是甚麼？譯做中文叫做「先

天的元氣」，道教徒叫做先天的元氣，自然會 出來的，你有病的時候，說這飈

裏酸痛，它那條氣會走去哪裏給你治療的，你有外感，修那些的人是沒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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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的，它的氣充滿全身，標一場汗出了，他的外感就好了。還有，還有，過

氣是可以行的。

聽眾：是呀！過氣真的可以的。

羅公：得！

聽眾：我被人過過氣了。

羅公：你被人過過氣？

聽眾：是呀！

羅公：他零舍好似。

聽眾：他可以讓你的腳自動會動的。

羅公：是嗎？

聽眾：因為那個時候我去大陸旅行。

羅公：大陸最多這種事。

聽眾：那個醫生我看了他一次之後，他說，你走累了，剛好有一個人去看，看完之

後，他也叫我去看，我就讓他看，誰知看了之後，我第二日那隻腳更差了，連

走都走不動了，不行了！我不能給他看了！我就告訴給酒店那個人管理人聽，

我說：你明天晚上叫那個醫生不要來了，後來那個醫生聽到了，他說：為什麼

不要我看，我說我的腳不好了，他說：不行，我做醫生是有責任治好人的，不

是治壞人的，我不要他的錢！他這樣說。我不過也是給他給他 15元一次而

已，即是大陸錢。

羅公：這不是錢不錢的問題。

聽眾：是呀！我有責任醫好她的，沒有理由是這樣的。他真的來給我過氣，過到我隻

腳就被他過氣之時，真的那隻腳會自己動的，很好呀那個醫生！所以我……

羅公：有一種力直接在他的手掌走過來嗎？

聽眾：對呀！對呀！他真是治得很好，很了不起的，試過那一次給我過了氣，做過兩

次之後就沒有事了。

羅公：大陸很多人可以的，葉文意都可以，葉文意會過氣醫人的，她不敢說而已。我

罵她：你不要搞這些東西！佛教不搞這些！

聽眾：不過他說過了一次氣就要休息很久，他即是用自己的力來過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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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葉文意就是這樣，我給別人過氣，哪裏需要休息？那些人執著而已，我個心安

理得給人過氣治好人家，怎會？這句話是葉文意說的。

聽眾：她或者可能不是過得很久。她不是專嘛！你如果專門醫人的是不行的。

羅公：恐怕不行，葉劍英臨死的時候又死不去，就找一個第一高手給他過氣，延長了

他幾個星期，可以延長命的等於食抄 ，食抄 可以延長幾日命的。参 参

聽眾：……

羅公：給別人過氣嗎？可以過的，不過你如果你給人過氣，真是過氣有問題的你自己

要小心自己才好搞。過得來你自己……

聽眾：不過有很多人都會說識得針灸，但是有些針灸說自己識，其實是不行的，所以

我被人針得多就有經驗，那個人一針下來我處我就知道他好不好。

羅公：這樣講到氣功就是這樣了。

聽眾：氣功也是的。

羅公：第一就是數，第一數，第二跟，跟隨它，即是不要數了，數都嫌它粗，那些氣

落到丹田，你就知道它落到丹田，氣有時會落到腳趾的，即不是真的那些呼吸

落到腳趾，是那道力震動到落腳趾，直落到腳。有時走了去耳朵也會有的，走

到哪裏要知道，但不要記住，不要帶它走，道教徒就帶它走，叫做引導，引

導。帶它走就有兩種：一種叫做「文火」；一種叫做「武火」，順其自然慢慢

跟它就叫做「文火」，令到它走，「文火」無害，「武火」就最弊，有害的，

催谷(鼓)它，怎樣鼓？閉息，吸，吸滿氣，停一停，停到就好像有一道力，你

試過，講粗俗些，你試過大便的時候，吃了東西大便不出，人人都試過這些

事，你是不是要鼓一道氣，用呼吸鼓一度氣，鼓氣來到這裏，它不走，你怎

樣？吸、吸道氣，鼓在丹田標出來，好像大便不出要迫它出來，那種叫做「武

火」。聽眾：不過你說大便不出就好像有個導火線那樣，但是譬如你說那隻手

不能出氣你就沒有辦法搞了。

羅公：就覺得那呼吸一鼓氣，就一定要閉氣的，就是那個道理，就是那道力。閉氣就

好似有一道熱力那樣。鼓它出來。鼓是不行的，老人家一鼓就鼓爆血管，老人

家切不要搞這一套，閉氣氣功。鼓爆血管你怎麼辦？會死的！你又說他無疾而

終了，生西了！用這些來生？不要搞！是嗎？用閉氣來鼓它的，那些叫武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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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火不要搞。

文火就無問題。我曾經看過一套書，我所以知道一些，有一套書賣，那套書是台

灣出版的，叫做《道藏精華》，馮公夏二十幾年前送了一套給我，我得閒搭巴士就拿

它來看，我不肯將我的時間來看它的，搭巴士或在餐廳吃東西時拿出來看，順便拿出

來看，我整套看完了，很大套，《道藏精華》，現在台灣買得到，《道藏精華》。甚

麼都有，氣功甚麼都有，現在那些，得把口講，那個氣功師傅都不知教了多少！人家

《道藏精華》裏豐富到極！這個「得念住觀」，是三十七道品的的首四個，未修「四

念住」之前通常老師就教你修「五停心觀」，「五停心觀」修得差不多上下了，就正

式修「三十七道品」了。這樣「三十七道品」我會下一次，因為何解？查書你不會明

白的，老師講，老師也不知是不是的，我講給你聽，你會知道，這樣就下一次。

聽眾：88年 7月 16日。

第二十頁，庚五已經講過了？是嗎？庚六，是嗎？

聽眾：今天是不是準備了「三十七道品」？

羅公：是呀！一開首就是「三十七道品」，

聽眾：已經寫了。

羅公：「三十七道品」者，四個「念住」，四個「正斷」，有人讀「四正勤」，四個

「神足」，五個「根」，五個「力」，七個「覺支」，八個「正道」，加起來

就「三十七道品」，又叫做「三十七菩提分法」，又叫做「三十七道支」。

這樣，最初的四種就叫做「四念住」，這「三十七道品」都是修禪定的方法來

的，「三十七道品」，即是由初正式修，而一路至到「見道」，「見道」之後修道，

總共的節目，西方人叫做 program，修行的 program有三十七則，三十七則。有些

是「資糧位」處修的，有些是「加行位」處修的，有些是「見道」時候的，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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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道」之後修的，「資糧位」者，那些是「資糧位」呢？如果是小乘，是真正發起

小菩提心，聲聞菩提，何解我們說它「小」？

即是因為它與大乘的大菩提心不同，大乘的大菩提心是求成佛的，小乘的菩提

心，即是發一個聲聞菩提，想成羅漢，就覺得生死輪迴是苦的，只要離開生死輪迴就

萬事足了，就不會求乘願再來廣度眾生的，願力就比較差，只是發一個求出世的心，

發了心之後，在小乘就叫做「資糧位」了，「資」就是資本的「資」，「資」者，即

是資益，「糧」就是糧食，取多些資益身心的糧食，來做修行的過程裏，要好像旅行

那樣，沒有糧食不行的，又叫做「資糧位」。

「資糧位」的人有些特點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如果你們已經發了菩提心，你們各

位就是大乘「資糧位」的人了，小乘「資糧位」的與大乘「資糧位」的只是願力不同

而已，「資糧位」的人有幾個特點：第一、戒律不是很純淨，都有些是相當好，但是

時時間中都會犯戒，無意中都會犯戒的，很容易犯一下戒，微小的戒就時時都犯的，

在戒的方面。第二、修定不是很到家，修定不是修得很好的，第三、若果是「資糧

位」初級的，很蠢的，很蠢的人，好像小孩兒甚麼都不識，別人拜佛，發菩提心，他

也來，發了心後還是渾渾噩噩的，這種人最多。

比較高一些的，知識很豐富的，比較我們更好得多，好像現在台灣的印順法師那

些，那些都是，印順法師是高級「資糧位」的，學問非常好的，一定的。好像太虛法

師就直情不止「資糧位」了，是「加行」以上的人馬了，學唯識，判斷別人判斷得很

清楚的。好了，那「資糧位」的人又學甚麼，修甚麼？入「資糧位」的人，初時師傅

就教你修「五停心觀」，我已經講了「五停心觀」，這些是初步到極的。

你修「五停心觀」，記住，你修「五停心觀」就只揀一種就好了，就不要一天分

五次修，好像小孩子上課那樣，那就修十年你都無效的，選一種就好了，看看你的缺

點何在，譬如你常常心是壓不住的，整天十五十六的，心整天散亂的，你就選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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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息，如果的整天男女情慾很重的，你就修什麼？揀修不淨觀，如果你的脾氣最壞

的，動不動就發脾氣的，就修慈悲觀。這樣揀。如果的不明白你就問你的師傅，我修

那一種好？師傅應該有責任講給你聽，不然那用找你做師傅？是嗎？這樣，如果有些

師傅都是糊糊塗塗的，這樣你就要找些高明些的，我有這種缺點，又想修禪定，修得

不知對不對，就證一下，是嗎？這樣，「五停心觀」就只是甚麼？修得我們的心定一

些，就是這樣而已。

好了，到你修得定一些的時候，你就要放棄「五停心觀」了，就正式修「四念

住」了，「四念住」才入流的。「四念住」與「五停心觀」都是差不多的。不過「四

念住」就這樣，你先揀一種來修，修完一種再揀第二種，四種都修完它，「四念

住」，修完它，還有，修的時候不止修自己的身體，初時，譬如你修「不淨觀」，初

時就修「別相觀」，個別找一個人來修，自己來修，我的身體是怎樣壞的？我的身體

是五蘊和合的，我的身體也是不淨的，這樣修，再修就修第二個人，某一個人也是這

樣，逐種修，當你修「別相觀」修得純熟了，一定修「總相觀」，怎樣的？

不止我的身體是不淨的，所有眾生的身體都不淨的，整個世界，這個五濁惡世，

整個世界都是不淨的，「總相觀」，譬如修「不淨觀」，「四念住」第一個就是「不

淨觀」，修得純熟了，你又修下「觀受是苦」，觀一切「受」都是苦，又修，又是先

修別相，一路擴大到整個世界，「四念住」要逐一種逐一種修，是不是這樣就是「總

相觀」？還是不夠「總」，一齊修，怎樣才是一齊修呢？譬如我的身體，是不淨的，

又是無常的，又是無我的，一齊來修，綜合來修，修得多了，修得純熟了，修總相觀

修得純熟了，一坐下來自然智慧就起，好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體驗到確是一切眾生

的身都是不淨的，一切眾生的心都是無常的，一切事物都是無我的，一齊覺得的，那

時那個心就很平靜，很平靜地好像明鏡止水一樣，那時你的「無漏智」就出現了，你

就會「見道」了，就證預流果了。是這樣的。

這樣由「四念住」起，一路到了「見道」，現在我們先看念住，「住」者即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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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那個「住」即是英文的 stay,停留在那裏，「念」就是記憶，記憶，我們成日憶

念著一種東西，不要散開那個心，「住」在那裏，其實當你修「念住」的時候，你不

是有一種精神的活動嗎？是嗎？這種精神活動實在就是智慧的「慧」來的，不是

「念」來的，那個「念」是助手，明不明白？我們好像割禾一樣，要用手一手 住那揸

一束禾，另外要拿一把鐮刀一下子割下去然後才有收穫的，是嗎？

一味死抓住那把禾，就不會有收穫的，最緊要割下去，「念」就是什麼？把我一

切的心停留在那裏，等於用手抓住那束禾，抓住來做什麼？用我們的智慧去觀察，我

們觀察的時候要用智慧，記憶是不會觀的，當那個記憶抓住念頭令它不散的時候，就

用我們的「慧」去判斷，就像那把刀割下去一樣，聽不聽得明白？這樣，應該是依慧

而「住」才對，這個「念住」，為什麼是「念住」？因為要近著那個「念」，然後那

個「慧」才能夠起，那個「念」不能把持住在那裏，你的「慧」就飄飄蕩蕩了，所以

就說它「依念而住」，用我們的智慧依住那個「念」，「念」就是記憶，依住記憶力

「住」在那裏，怎樣叫做記憶？

是想回以前是不是？不是，所謂「念」者，所謂記憶是這樣的：第一，譬如我成

日想住鼻尖的，鼻端的，第一個剎那想住鼻尖，第二個剎那就是回憶第一個剎那所想

住的鼻尖，第三個剎那我們又重新回憶鼻尖，一路每一剎那扣住上面，每一剎那扣住

上面，每一剎那扣回上面，就好像鎖鏈那樣一個扣住、扣住、扣住，一個「念」的時

候就是這樣的作用，依著「念」而起慧，「依念而住」，聽不聽不明白？好了，講到

這裏，念一定要有對象的，有些人就想著鼻端，有些人想著頭髮這裏，有些人想著對

腳，有些人想著丹田，有些人想著呼吸，又有些人想著佛像，有些人想著月光，有些

人想著不想事，不想東西，不想事，不想事，其實說不想事，你以為他真的不想嗎？

他想著那個「不想」、「不想」、「不想」而已！是嗎？每一念都回憶「不想」、

「不想」，前一個剎那「不想」，這一個剎那也「不想」，第三個剎那也「不想」，

前一個剎那都不想的，一路依著那個念而住。

但是一定要有一個對象，普通的對象，四念住就依著四種東西，初時就揀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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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就逐樣修，先各別修，別相觀，即是 particular，然後就總相觀，然後就

general修，這樣四念住，第一、觀身不淨，先把我們的力想著一個地方，普通就想

著前面，想著鼻尖那裏，念著那裏，然後當我們的心不亂的時候，就觀了，觀甚麼？

如果你揀，一定「四念住」就四種都要修的，與「五停心觀」不同，「五停心觀」就

揀〔一個〕的，觀我們的身不淨，自己的身亦不淨，其他一切男男女女的身都是不淨

的，既然不淨的了，我們不要「貪」愛，不要為他而沉迷，觀得多了就像洗腦那樣，

不會貪戀這個身體，亦不會貪戀見到其他異性，亦不會貪戀，觀身不淨通常是怎樣？

普通不淨觀，想自己的身體，或者想一個人的身體，隨便假設一個眾生的身體，

一個人在那裏，想他那個人很壯盛，好美貌，很好，但是依著時間的變遷，他會老

的，漸漸地，本來頭髮就像青絲，面貌皮色就像蓮花一樣，慢慢地皮就開始皺了，漸

漸地頭髮又開始白了，漸漸地頭髮又脫了，漸漸地有無氣力了，昔日壯年的時候很

好，一路路老了，但是由少年至老，中間的階段不斷有些病，病起來又黃又瘦，到他

將近極老的時候，將近死亡的時候，病到想動又不能動，是嗎？有時還拉屎拉尿，沒

有人照顧固然是很慘，就算有人照顧，子女，夫婦也不能代替你去受病苦，呻吟著

病，有甚麼辦法？兒女有甚麼辦法？夫婦有甚麼辦法？

很痛苦的時候，到最後支持不住就死了，臨死的時候那種苦法，到死了以後，全

身的溫度全部降低了，經過一兩日之後，已經臭了，經過一兩日之後已經發臭了，當

他發臭的時候最親的子女，最愛的夫婦，聞到那股味道都怕了，這樣一路想，到了第

三、四天的時候，成個屍體發脹，脹到瘀色、黑色，出蟲，沒有人理他就出蟲，那些

蟲在肚子和鼻孔處鑽，那怕你是生前很壯盛的，原來結果就變成這樣，到最後整個脹

大，膿、血、水全部一塌糊塗那樣，沒有人敢願意接近，到最後了，臭到沒有人近

了，到了最後變成水了，那些水流、流、流、流乾了，流乾了以後就剩下一排白骨，

那棚骨經過風吹雨打日曬，日子空氣吹得久了，到最後就剩下一排白骨，當你想到那

排白骨的時候，就想著那堆白骨，什麼都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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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前一段就好像叫做「觀」，是嗎？到想白骨的時候停，就叫做「止」了，其

實前一段的觀就不是真正的「觀」來的，那個是沉思而已，借那個沉思用來做手段，

令到你只是「觀」一堆骨在那裡。當你見到那排(堆)骨在那裏的時候，就想著那排

(堆)骨，甚麼都不想了，想像那排(堆)骨是白的，你就會有一種境界出現了，就叫做

「白骨流光」了，你就會入了定了。

怎樣呢？你想著那排骨(堆)白雪雪那樣的，再進一步，不只一排骨(堆)，所有眾

生都是骨，想著想著遍眼望進去，無處不是白骨，漸漸地一片白色，然後你就覺得目

前那些白骨裏面，那些白光流出來，流到好像全部蓋住那些骨那樣，包裹著你的整個

世界那樣，光就像好像月輪那樣的顏色包裹著，那時你的身心很舒暢，就全身得到身

心輕安，你就入了定了，入初禪，由初禪、二禪那樣一路入，在「白骨流光」的時候

你的心就很安定，安定到那個心直情(簡直)是不亂的。這樣就是修不淨觀，修得不止

是自己的不淨，我所想的人不淨，一切眾生都不淨，總相，一切眾生都是如此，這樣

就是「觀身不淨」。

再就是「觀受是苦」，觀的時候就要記住，如果修，你不要太緊張，緊張是不行

的，凡是修行一定不能緊張，緊張，你修禪定緊張會發起神經都不定的！是呀！不行

的。所以，最有名的修禪定就是金山寺，在浙江，鎮江那裏，鎮江有個金山寺，金山

寺，若果你在金山寺能夠坐禪坐得到兩年，就不用去別的地方坐了。舊時那些人問那

些法師：你去過哪裏出來的？他若說，「我在金山寺出來的」，金山寺，金山那間高

旻寺，高大的高，日字下面一個文武的旻，從高旻寺出來，「在那裡住多久？」「我

在那裏兩三年了」，那些人是特別恭敬你的。

很容易看得出的，若是在金山高旻寺處坐過一兩年的，他一坐下來那隻腳，那條

腰自然不屈不平，那隻腳是不需用手拉的，右腳一踏踏上左邊大腿，跟著左腳又踏上

右邊大腿，不用手扶的，人家自然就疊起來的，你試一試行不行？試一下，我看你要

用手拉，有些還拉到呱呱叫，若在金山高旻寺住過一兩年，那隻腳一隻踏上去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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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就接上去了。沒有什麼，做慣做熟而已。好了！就打「觀身不淨」。每年，金山高

旻寺每年因為在那裡坐禪而搞到內傷的有很多人，金山高旻寺那些打香板的人特別高

明的，那些不會打傷人的，在你的背脊那裏拍的一下，膊頭後面那裏，很響的但就不

會打傷人。那些不會打的，未經過名師訓練，未在高旻寺學過的，拿著那支板，歪少

少你就打傷了，那些東西歪一些打下去真的不得了，在背脊打下去。

所以現在有些人，學過又給人打板，未學過又給人打板，這樣其實是危險到極

的，現在那些真正學過打板的在中國是很難找到了，在日本，去日本曹洞宗那裏學，

那些就真的很拿手了，日本。好了，這樣就第一個「觀身不淨」了，第二就「觀受是

苦」，「受」就有三種，「色、受、想、行、識」的「受」，第一種，「苦受」，是

嗎？第二種、「樂受」，第三種就叫做「捨受」，不苦不樂受叫做「捨受」。那麼

「觀受是苦」照理就苦受就一定是苦了，樂受都是苦嗎？它要這樣觀，苦受固然是

苦，因為苦受真是苦的，所以叫做「苦苦」，苦受他本身就是苦，不用想的，叫做

「苦苦」，即是「苦」的本身是苦，叫做「苦苦」。

譬如你拿一支針拮是你，很苦的，「苦苦」了，是嗎？去捉一條蜈蚣來咬你，痛

的，苦本身就是苦，叫做「苦苦」，為何樂受就不應該苦了？無樂，樂停了反而就不

是苦了，你正在樂的時候樂停了就是苦了，因為那快樂一定會停的，是嗎？你現在請

客，燈紅酒綠很快樂，但是你現在雖然燈紅酒綠，總會過了一個或半個鐘頭你又如

何？一定是曲終人散的，音樂又停了，那些人客都走清了，那時你又怎樣？你的心覺

得很寂寞，很難受，是嗎？寂寞是很難受的嘛，你覺得難受就是苦了，如果你沒有當

初的燈紅酒綠，又何來有現在曲終人散的寂寞苦呢？是嗎？所以世間的樂是會引起苦

的，其實你樂裏面又蘊藏了、含藏了苦的原因在裏面，這個樂一停，苦就會出現了，

因為何解？

你一樂的時候你就起愛，「觸」就會生「受」，「受」就會生「愛」，你愛的東

西就直接會引起苦的了，你如果拿一本大藏經，揭開《阿含經》裏面的第一課，《增

一阿含》的第一課，就說什麼？第一本，第一部經就講什麼？，有愛便有苦，無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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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得苦，由有愛則有憂愁與苦，釋迦佛說的。若無愛就沒有憂愁與苦，譬如你男女

失戀是很苦的，如果你不愛了，怎會失戀？因為你去戀，所以才會失戀，如果你一開

初就不戀，你又何來會有失戀的滋味？如果你是出家的，你都不愛子子女女的，我都

不愛這些東西了，你就不會整天為子為女為這些東西而起愛，是嗎？不起愛又何來又

有苦呢？

所以出家之所以吃香就是這樣，不會有愛，出家不會有愛，但還擔心會愛自己，

都要找一個「不淨觀」來觀對自己也不愛，對自己都不愛，也不愛子女，什麼都不愛

又何處找個苦出來？所以講到這裏，即是樂是苦的因來的，苦的原因，無樂就不會有

樂所引生的苦了，樂一定會有停止的，苦倒過來就無停止，樂一定有停止的，是嗎？

你說我家財億萬，很爽，爽？你臨死的時候你就知道了，你知道嗎？世界上最架勢

(了不起)就莫如有皇帝隨時可以做，但都說不做的，最架勢了，有皇帝做，我就做了

都還未夠架勢，有得給我做，我都不在乎，我隨時可以做，我留給兒子才做，我不

做，這是誰？誰？曹操！曹孟德(155－220)嘛！他隨時可以做皇帝的，那個皇后得

罪了他，他隨時叫人將皇后拉出去殺掉！都可以的！皇帝也不敢出聲，眼淚也不敢

流，他老婆被人家拉了出去，皇后呀！曹操惡到這樣。

別人都要說他，你都應該要做皇帝了，天下都歸心你了。他還怎樣說？他說：若

天下歸孤，孤其為周文王乎？(《三國演義》苟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他說如果天

下的人心都歸附我，我也不做皇帝，我學周文王那樣，留給兒子才做了，我不做了！

這樣闊到極的！所以人說《三國誌》有兩個人最「闊」的，闊佬的「闊」呀！一個是

曹孟德，有皇帝隨時可做都說不做，留給兒子做。第二個是諸葛亮：「苟全性命於亂

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真是闊到極了，要我出來做甚麼宰相？我根本沒有興趣這

些，。梁啟超在清華大學處演講，講到諸葛亮的時候，讀這幾句東西：「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講完以後，他用廣州話來講，講完之後，講到那些北方人聽不到，闊極了！闊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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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闊極了！即是？拍起 ，闊極了！闊極了！他講甚麼闊極了！闊極了呢？梁啟超枱

的國語很難聽，他的江門話，新會國語來的，他都不是正廣州話，正廣州話他都講得

不正。即是孫中山，他的廣州話都是不正的，他是中山化的廣州話的。我們小孩子讀

小學的時候，聽孫中山講「三民主義」，他不是用廣州話講，他用那些鹹淡國語來

講，好像戲台的，我們，你們那些，孫中山的官話，那班人，孫中山都是這樣。

汪精衛人人說他演講大家，一樣是那樣我們你們的，那些甚麼？汪精衛演講，說

他講得很好，我們走去聽，是姿勢樣樣都很好的，一開首來演講的時候，即是他那些

講話，講演就像美國那些總統，尼克遜(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那些

人，拍得上那些的，我說他比尼克遜更加好，一站在那裏講話，兄弟！剛才從北京回

來，你們說這些是什麼？那些是戲臺上面的對答。那些說桂林話，那些叫做南清官

話，汪精衛是講那些的話的，蔣介石我們也聽過他講話，講什麼？不是國語來的，講

那些寧波話底的普通話，些個(三個)，三個念成「些個」，是講那樣的，上海寧波的

那些話，那班猛人都是那樣的。

好了，說樣，「苦受」固然是苦，「樂受」也是苦，「樂受」就叫做壞苦了，當

這種樂一壞的時候，苦就到了，所以叫做「壞苦」，不苦不樂受，「捨受」不苦嗎？

「捨受」，一個人你沒有智慧就不知「捨受」是苦，如果你有智慧你就體驗到「捨

受」是苦了，這樣就最明白了，讀過莊子就明白了。你現在，我坐在那裏，我又沒有

苦，我雖然沒有樂，但我現在無苦，我不是很寧靜？其實你現在正在苦了，何解？時

間逼迫你，你坐多一個鐘頭在這裏，距離死亡的時間又近一個鐘頭，多一日，距離死

亡又近了一日，你是不知道而已，其實你正在苦之中。

無常，那種無常逼迫你，不到你停留的，你說苦不苦？如果一個人，好像一個囚

犯，他被決定了死亡的日期，他現在就安安樂樂，當他一想及他不久之後他就要死，

要受刑的時候，他就真的苦到極。不過他不知道，他不想就不會苦，不想，他不覺得

而已，不想，實在事實在是很苦的！這是甚麼？「捨受」都是苦，就叫做「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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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怎樣叫做「行」？「行」者，遷移流動那樣解，我們的生命不斷遷移流動，趨向

死亡的那條路，不讓我們停，所以本質就是苦來的，叫做「行苦」，行苦普通人察覺

不到的，要用你的智慧才察覺到的，所以「行苦」又叫做「勝義苦」。

要有殊勝的智慧來了解的這種苦，「勝義苦」。這即是說，所有「受」都是苦，

觀，觀一切「受」都是苦，所以我們不要貪戀，尤其是不要貪戀「樂受」。「觀受是

苦」，這樣，觀後久了，好像洗腦那樣觀得多了就怎樣？你口渴的時候人家給你一杯

雪糕食，很甜的時候你會怎樣？你就會聯想到，現在我就食雪糕很好了，一會就要停

了，還有，食得雪糕多說不定會濕熱的，你就會想到，就不會貪戀了，是嗎？如果有

人叫你去賭錢，買這隻馬一定贏的，叫你去投注，你都是也無興趣的，拿了那些錢又

怎樣？一贏大把錢，還更要擔心了。不要搞了，會這樣的，「觀受是苦」。

這樣，然後就第三個「念住」了，不論「觀身不淨」，「觀受是苦」都要靠

「念」，每一剎那，後一剎那記憶回前一剎那的東西，連扣著，扣著那樣，然後「觀

心」，觀我們的「心」，我們的這個心每一剎那那個念一起，馬上滅，一滅之後第二

個念跟住就起，一起即刻又滅，一路連續，不會有永恆，連續每一剎那都生滅、生

滅，在我們的生滅、生滅裏面，我們的生命就變遷了，少年的心情漸漸地不斷生滅、

生滅，漸漸地變成了中年的心情，中年的心情又不斷地生滅、生滅而漸漸變成了老年

人的心情，「觀心無常」。

這樣到最後，最後「觀法無我」了，「法」者，事物，就是東西，觀一切事事物

物之中，一切事事物物不外是兩樣東西，一就是「有為法」，是由眾緣和合造作出來

的，那些叫做「有為法」，即是現象界，「有為法」即是 phenomena；第二就是

「無為法」，即是「有為法」裏面的那些實質，大乘人就叫它做「真如」，小乘人講

人生，人生最永恆的實質就叫做「自性涅槃」，叫做「涅槃」，「涅槃」與「真如」

不是眾緣和合造作出來的，本然而有，湛然寂滅的，所以「無為」就即是「不為」，

即是不由造作，眾緣和合造作的，它造作了它出來之後，不由眾緣和合造作，而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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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存在的，本身存在，它本身亦不會有造作的，「無為」，如果是有造作那就是「有

為」了。所以說《大乘起信論》不對，就是因為甚麼？它認為那個真如，真如是無為

的，它說那個真如會「忽然念起」，你知嗎？大大違背了佛的宗旨。

有為法是眾緣和合造成，那甚麼叫做我？我現在先考一下你，甚麼叫做我？一個

永恆的，有實質的，不變的，不是無常的，永恆的，時時都不變的主宰，有為法是眾

緣和合造作出來的，當然就不是永恆的了，是嗎？人家不「造作」你，你就沒有了，

這樣如何會「永恆」呢？什麼？要永遠永遠本來有的，這樣就是永恆了，要以後不滅

的那就叫「永恆」了，如果你是要靠眾緣和合來造成的，那就即是舊時沒有的，是

嗎？怎會是「永恆」呢？眾緣和合造你出來，到眾緣一散開你就滅了，是嗎？這樣，

會滅的，就即是不是「永恆」了，既不是永恆，怎可以才叫做「我」呢？所以有為法

也不會有個「我」的，任何有為法，任何一個 phenomena都沒有一個「我」的，

有為法。

無為法、自性涅槃，或者的真如，那個 reality有沒有我呢？無為法既然，第

一、無為法沒有造作的，那個「我」是主宰來的，沒有造作何來主宰？「主」什麼？

是嗎？怎可以叫做主宰？不能叫做「我」，你說它是我已經不通了。第二，一講到

我，就有個我、你、他，是對立的，無為法是無乎不在的，譬如真如，那裏有你、我

之分？怎可以叫做你、我？不能說他是你，根本就不是「我」！是嗎？明不明白？所

以無為法亦無「我」。合起來講就是一切事事物物、一切法，都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

「我」。

觀，觀得多的時候，你就不會執著有「我」了，聽不聽得明白？觀，初時就「觀

身不淨」，觀到差不多了，純熟了，就兼「觀受是苦」，兼觀一下「觀身無常」，

「觀法無我」，到純熟到極，一下觀一切法的時候都覺得，即是一剎那之間都覺得

「不淨」，「苦」，「無常」、「無我」一齊來，這樣的時候，純熟到極的時候，他

就在第四禪裏，他就好像體驗到了寂靜，這樣，「三十七覺支」的第一個 grou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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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個 program，其中裏面分出來的 group，第一個 group，即是第一組就是什

麼？「念住」，「四念住」。觀眾：如果整天修了四念住，會不會變成很悲觀的人

生？

羅公：是，是這樣的，對人生是要悲觀的，小乘嘛！是嗎？如果不悲觀又如何去

出世呢？大乘就轉回樂觀了，由悲觀轉樂觀那樣解，這樣就用「四念住」來修了。

不怕的，悲觀也不怕，不過如果你一直修大乘就沒有這種悲觀了，所以大乘人是

不怎麼修「四念住」的，修亦得，修的時候直接修「空觀」是嗎？「空觀」即是「無

我」，不觀那麼多而已，「觀法無我」就是「空觀」了，是嗎？所謂「空觀」就是

「法無我」來的，不會消極的，他還有一個大菩提心，因為修大菩提心的時候是不會

消極的，會更加積極，怎會消極？你聽過這段故事嗎？譚嗣同(1865－1898)，清代

末年，慈禧太后專政，光緒皇 (載湉，1871－1908)想推翻她，用康有為(1858－

1927)，康有為就介紹自己的弟子，梁啟超(1873－1929)，譚嗣同那六個人 他手，帮

誰知這幾個人太急進，準備在閱兵，有一天要閱兵，想請那個慈禧太后出去閱兵，趁

慈禧太后離開宮殿去閱兵時(政變)，就叫那個練兵的人叫做袁世凱(1859-1916)，袁

世凱是練兵的，光緒王叫來袁世凱，吩咐他：皇太后出來閱兵時，將近閱完的時候，

你就用軍隊包圍住，要請皇太后去另一個地方，住在那裏，不給她入宮，我來重新掌

握政權。

袁世凱出賣了他，出賣了光緒皇，走去通知了榮祿(1836－1903)，(知道)通知榮

祿，榮祿當時是北洋大臣，榮祿是慈禧太后的死黨來的，他即刻走去告訴了慈禧太后

知道，太后就馬上扣留了他，將光緒皇推了去瀛台，在北海一個島上叫做瀛台，那裏

面把他關起來，即刻調查，看誰幫他出這樣的主意，一查就查到譚嗣同為首，梁啟超

第二，康廣仁(1867－1898)第三，總共六個全部抓起來，抓人，梁啟超就走脫了，

梁啟超叫譚嗣同走，他說：我不走，我要在這裏示範，由他殺，等人們來看看，這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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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走，他可以逃得脫的，梁啟超就說你不走我都不走，大家一齊去死，他說不

行，一定要留一個人在，全部死了就不行，你快點走！於是叫梁啟超快些走，很容易

走的在北京，一條叫做東交民巷，一條街你去北京旅行，一條大馬路好像現在大學街

那樣，多倫多也有一條大學街，很闊的一條大馬路，那條叫做東交民巷，一入了馬路

的那條界，那一邊那些領事館，大使館全部在那裏，你一走入大使館請求政治庇護，

一走入去就沒有人敢抓你，中國政府不敢抓你，梁啟超就是走了進日本領事館就走

了。

譚嗣同不走，不走就讓人抓了，拉他去坐牢，問他，審他，他說你不用審！是我

想辦法的，我計劃，我是這樣，你現在要殺就殺吧！不用問那麼多東西！什麼都認

了，全部都是我的，全部都是我的！好了，到時候，你們知道，譚嗣同是信佛的，他

是楊仁山的弟子，當時他在楊仁山那裡學佛，學完之後他就說了，他說：學佛的人不

能夠「青磬紅魚」就在這裏過世的，應該要出來世間裏救眾生！我不出家，我不躲在

這裏修行，我要出去搞政治，我要救世。楊仁山說：好！你對！這個菩薩道是這樣

的，你應該去。

鼓勵他去，於是他就拜別了楊仁山，問楊仁山，他說：老師，我現在拜別你了，

我現在出去了，我去跟康有為學習。你知道，做政治是很危險的，當危險關頭，我有

什麼可以安心的地方？楊仁山教他：當你危險的時候，你時時刻刻要念六字真言，當

你危險關頭的時候你什麼都不要想，只是想著這六字真言，就可以了，怎樣六字真

言？他以為是教他是「唵嘛呢叭咪吽」，他說不是，是「南無阿彌陀佛」！他說：你

未生西，他會加被你，你不得了的時候他接你，這就是「六字真言」，什麼都不要

理。

他是最佩服楊仁山的，被人抓了去審完之後，審完就要殺頭，一路在獄中一路

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到拉他出去的時候，他還是在念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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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到半路，綁住他拉到半路，他一路念佛，念著念著就笑起上來，哈哈大笑，人們問

他你笑什麼？他說我不生西了！他自己講這八個字：有心救世，無意生西，我會再回

來人間！我不去極樂世界！他還是在念，你不要以為他不念，那時念著已經很有心得

了。

臨到殺頭的時候，問他有什麼說，他說我有一首詩，那首詩是：「望門投止思張

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嘯，去留肝膽兩崑崙。」雄壯到極！臨死時的絕

命詩明志，比較那個秋謹(1875－1907)那個女孩子差得遠了！秋謹臨死的是什麼：

「秋風秋雨愁煞人」！你說幾愁？是嗎？所以她說未通！她無學佛，這個是學大乘

的，「我欲橫刀向天嘯，去留肝膽兩崑崙。」「崑崙」者，即是奴隸那樣解。我始終

是光緒皇的奴隸，我就留在這裏給你殺，「留」。

康有為、梁啟超那些就走了，去與留雖然不同，我就好像肝和膽一樣相黐(依)在

一起的，「兩崑崙」，兩個都是光緒皇的奴隸。盡忠於光緒皇，光緒皇維新變法。講

完之後，〔儈子手〕就說：沒有了嗎？他說：沒有了。就是這樣就殺了頭，譚嗣同。

當時還有個大刀王五(王正 ，字子斌谊 1844—1900)，大刀王五想劫獄，未拉出來的

時候想劫獄，誰知當然是劫不到的，劫不到，後來王崑崙(王正谊)失 了，大刀王五踪

失蹤了，失蹤了，可能俾槍打死了，因為那時有槍的，大刀王五靠帶刀，你怎可以跟

那些槍打！是武藝很好的。

這個譚嗣同就是這樣，不會消極。你看看戒律，「比丘戒」都是很消極的，但是

「菩薩戒」是絕不消極的。有沒有受過菩薩戒？你去受過？是嗎？在敏智法師那裏受

菩薩戒？好啊！真正受菩薩戒是敏智法師才有資格授，因為何解？他是受那一套，他

是太虛法師門下，現在那些人受戒都是受「梵網菩薩戒」，都不是「瑜伽菩薩戒」。

好了，繼續講。這樣就修「四念住」了，是「資糧位」，一初懂佛理就修的，那些

「五停心觀」就是修入門而已，未入流的，這是正式入流的初步，就是這四種。這樣

我們讀讀這裏：經文庚六，「得念住」，這些人修「念住」而得成就的，「得」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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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復有一類，由得念住故，得念住相故，得念住能治所治故，得念住修故，得

念住未生令生故，」得，漏了一個字！「得念住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廣故，記別所

解。」

他說這班比丘之中，又一類是修「四念住」修到有成就的，「得」的，「得念住

相故」，因為他修「四念住」修到了成就，所以對這個「四念住」的因，「相」者依

據上文，即是「四念住」的「因」是什麼？即是觀身不淨的「身」的因；「觀受是

苦」的「受」的因；「觀心無常」那個「心」起的因；「觀法無我」的「法」的因，

是嗎？這個「因」就即是「集諦」了，「得念住能治所治故，」「念住能治」的

「治」是對付，「得念住能治」怎樣「得念住能治」？「淨」，那個「身」本來是不

淨的，我們偏偏執著它以為它「淨」，是第一種顛倒，是嗎？

「受」本來是苦的，我們偏偏沉迷於受和享樂，所以是顛倒的；這樣即是對

「身」就以為它是「淨」的是顛倒，對「受」以為它是「樂」的是顛倒，「心」是無

常的，我們偏偏以為是我們的靈魂，我們的「心」是永恆的，又是顛倒，一切「法」

都無我的，我們偏偏執著有我，也是顛倒，這四種顛倒叫做「四顛倒」。要記的，學

佛的人要記「四顛倒」。

「四顛倒」者，是什麼？對不淨的東西執它為「淨」，對苦的事執它為「樂」，

對無常的東西我們執著它，以為它是永恆的，是「常」，對無我的東西我們偏偏執著

有一個「我」，是顛倒，四種顛倒的邪的智慧，邪慧，邪智慧，學佛要對付這「四顛

倒」的，「所治」，「治」即是對付，用什麼來做能對付這四顛倒？「四念住」，修

「四念住」就是能夠對付「四顛倒」。「能治」，能治就是「四諦」中的「道諦」，

是嗎？「所治」就是什麼？「苦諦」與「集諦」了。「得念住(的)能治所治故」，識

不識解？你不聽了這麼久，再聽就陌生一些了，是嗎？不要緊，聽下，總有些明白

的，因為你年紀尚輕，大把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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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羅教授，那個「常樂我淨」是不是剛剛與這個相反？

羅公：是呀，「常樂我淨」就剛剛相反。

聽眾：不就是四顛倒嗎？

羅公：嗄？

聽眾：不就是四顛倒嗎？

羅公：「常樂我淨」即是有漏的人生，有漏的世界，就是苦，不淨、苦、無常、無

我，而涅槃剛好相反，「常、樂、我、淨」。

聽眾：你是指涅槃嗎？

羅公：甚麼？

聽眾：這是指涅槃？

羅公：指涅槃。

所以有些人將「四顛倒」開為「八顛倒」，怎樣「八顛倒」呢？對於有漏的人

生，有漏的，即是對於有漏界，執這個有漏界為「淨」是顛倒；執這個有漏界是

「樂」又是顛倒；執這個有漏界是「常」是顛倒；執這個有漏界有「我」是顛倒。這

樣就「四顛倒」了，還有，執那個無漏的涅槃，說它是「不淨」，又是顛倒，執那個

無漏的涅槃說它是「苦」又是顛倒；執這個無漏的涅槃說它是「無常」又是顛倒；執

這個無漏的涅槃說它是「無我」又是顛倒；這樣就「八顛倒」。

涅槃就是「常樂我淨」，涅槃有四種「德」，即是涅槃有四種 quality或者四種

character，四種：一就「常德」，二就「樂德」，三就「我德」，四就「淨德」，

為什麼涅槃，佛就說「一切無常」，為什麼你說涅槃是「常」呢？他說這個有漏世

界、有漏人生是無常，是嗎？

但是當你證了涅槃，那個涅槃是「常」的，為什麼涅槃是「常」呢？他解答：

「常」有兩種，一種永恆不變，就叫做「常」，叫做不變的「常」，「涅槃」、這個

「涅槃」就是宇宙本體，即是人生的實質本體，reality，即是人生的實體永恆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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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涅槃」有一個不變的「常德」。聽不聽得明白？還有，第一種就是不變的

「常」，第二種「常」是連續不斷又叫做「常」，即是每一個剎那都生滅、生滅、生

滅是變，但是它連續不斷的，變有什麼所謂？連續不斷就可以了，是嗎？那種叫做

「相續常」，連續不斷，你一證了涅槃，如果你修行大乘。

他講，如果你修行小乘，就只有那個不變的「常」而已，證到涅槃；如果你修行

大乘，那個無漏功德不停的，那個有漏的身體，有漏的人生就 stop了，那個無漏的

life，無漏的生命，盡未來際永遠作善業，作無漏的善業來到度一切眾生，一個眾生

未成佛，未成佛，他都不入涅槃。無量的功德，永遠永遠連續，叫做「相續常」。你

如果證了涅槃，如果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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