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是智慧了。去觀，所觀的東西是什麼？「有分別影像」。譬如你觀，譬如這

樣，這個是緣起，怎樣由「無明」就變成產生「行」，行」怎樣產生「識」，一部活

動電影那樣的，這是「有分別影像」。這是你的慧去觀的，想的，這樣觀的時候，譬

如你初學修，修五蘊皆空，修這個觀「五蘊皆空」，譬如這樣觀，初初入定的時候一

定是先用觀的，是嗎？未入定之前就應該讀熟那些經教，讀熟了經教一入觀，就將它

整合一起，然後觀 這個十二緣起，這樣會散的，現在這一秒鐘觀十二緣起，第二秒着

鐘走去想了、想了買馬票，或者想了去看踢足球都可以的，那又怎樣？就要靠另外一

種力量，這種力量是什麼？叫做定，叫做「定心所」，這個定心所都是一個意識的，

怎樣叫「定心所」呢？控制住它！控制住它！控制住什麼？控制住這個慧心所，控制

住，這一條叫做「慧心所」，這一條表示「定心所」，用定心所控制住那個慧心所，

你只可以觀十二因緣！你只可以觀空觀，你不能夠觀了去看別人踢足球，能夠觀去看

別人賽馬！同時控制住。這樣我們凡夫，當我們觀的時候就觀、觀、觀了，觀到差不

多的時候，我想定了，止了，就用那個定控制住它了，當那個定一控制住它的時候，

這個就停在這裡了，剛剛他觀到「識緣名色」，觀到這裡的時候就停了！不再觀了，

止了，這樣「識(就)緣名色」了，這樣就停在那裡了，那時就是純止了，初初就純是

觀多，現在就純止，我們凡夫修就這樣了。

如果是地上修就不是了，一方面它的慧就觀十二緣起，同時那個定控制住，止與

觀了。一齊來。那個「定」控制住它的時候，那個觀一樣可以活動的。

聽眾：這樣是不是叫做定慧均等？

羅公：什麼？

聽眾：算不算是定慧均等？

羅公：定慧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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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慧平等即止觀雙運，這樣就叫做止。不是說，不是說單是觀這樣就觀，停就

停，不是一條線的，另外一個控制住它。至緊要你看看這個圖，你就明白了。縱使是

止觀雙運都是一樣的，這個就有分別影像，是嗎？那個就觀實它，你不要動，你不要

動，觀著它的，觀著它的心，這個定不觀外面的東西就觀它，控制住它。這即是說，

當你修止的時候，那個定整天控制著這個心，不要想別的，譬如你想阿彌陀佛的樣

子，想來想去都是阿彌陀佛，不要想別的，想別的就不行，止住它。只可以想阿彌陀

佛而已，止了。它這個放開，由得他觀，你觀這個日出的狀況是怎樣？觀這個十六觀

那樣，當你觀的時候，你這個止就放鬆它，由得它觀了，由得它觀了，觀到差不多定

就止了，控制住了，很難平等的，是嗎？止觀雙運就最難的。止觀雙運。

聽眾：1989年 5月 13日。

羅公：講丁三之前就是能求止觀門。這是第三門了。

「分別」即是解釋，能求止觀。即是怎樣才能夠求得、修得成止與觀呢？他解釋

給你聽。告訴你怎樣才能夠求得修成，修成功止與觀呢？這裡一門。這樣就分二，一

問一答。

戊一就是問了，「慈氏菩薩復白佛言：」慈氏菩薩就對佛這樣說：世尊啊！叫一

聲他，「云何菩薩依是四種奢摩他、毘 舍那所緣境事，能求奢摩他、能善毘 舍鉢 鉢

那？」這樣，「云何」即是怎樣，怎樣、怎樣，即是英文的 how，一個菩薩，「依

是四種」，「是」字當此字解，一個菩薩怎樣能夠依住這四種，四種什麼？四種「所

緣境事」，對於四種「所緣境事」，這四種「所緣境事」？是什麼？是「奢摩他、毘

舍那所緣境事，」「奢摩他」就是止；「毘 舍那」就是觀，即是一個菩薩是怎樣鉢 鉢

才可以依據上文所講的四種止觀的境界，止觀的境，四種境，一種是「有分別所緣

(的)境事」，一種是「無分別(的)所緣境事」，一種是「事邊際所緣境事」；一種是

「所作成辦(的)所緣境事」。他說：一個菩薩怎樣然後才可以能夠依據這四種境去修

止觀呢？佛就答了，答就分兩段，一段是己一，先說明修止觀所依的經教，「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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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教，修指觀必須依經教的，那些說不依經教而可以修的就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邪

教、邪道，第二種就是什麼？那些佛教中的蠢人，那些比較蠢的隨信行的，要找師傅

說你怎樣修就得了，那種人，就是這兩種，一種是邪的，一種是正而是蠢的，只有這

種人他才不依經教，其餘的一定要讀經，依經教的。明白修止觀所依的教訓，即是經

教，然後跟住己二就講依教修觀，你了解了這些經教之後，依住那些經教去修觀，不

是依著某一個人講你怎樣才去修的。依經教去修。現在己一了，說明所依的、修觀的

時候所依的經教。

「佛告慈氏菩薩曰：」佛就對彌勒菩薩這樣說：「善男子」啊！叫一聲他，「如

我為諸菩薩所說法假安立，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諷誦、自說、因緣、譬喻、本

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他說依什麼教訓呢？「如我為諸菩薩所說法假安

立，」「如」者、依照，依照我不是為聲聞人所說的，而是為菩薩所說的，即是為大

乘人所說的，依據那些大乘的經教，那些「法假安立」，「法假安立」即是經教，

「法」者教也、經也，「假安立」這是形容詞，即是假安立的經教，「假安立」的

法，這些是「假安立」的法，這些「法」即是什麼？即是所謂現在世俗人叫的所謂

「十二部經」，譯就譯做「十二分教」，十二分教是什麼呢？

第一種就是「契經」，「契經」者，指經裏，不是說指一切經，「契經」兩個字

就是這樣的，三種解法，第一種「契經」兩個字，印度各派，不只是佛教，連各派的

外道，所有的外道或者佛教都把它那些，它的教裏面的經典，祖師所講的那些語錄的

經典叫做「契經」，你不要以為那些「契經」就是佛經，勝論宗又叫做「契經」的；

數論派又叫做「契經」；那些拜火教也叫做「契經」。不止叫那個祖師講的叫它做契

經，各派大部分很多派都叫它的祖師做「佛」的。我們就叫釋迦牟尼做「佛」，他們

別的派也叫他們祖師做「佛」的，是嗎？所以我們說「契經」兩個字最廣義的，外道

的人就稱那些祖師的講錄做「契經」的，最廣義的就是這樣，其次，不廣不略的，不

廣不略的就是指什麼？佛教裏面的經、律、論那些三藏裏面的經藏叫做「契經」，

「契」者合也，上合乎真理，下合乎各眾生的根機就叫做「契經」。這是中間的、中

等的意義。最狹義的指什麼？佛經裏面的那些散文，那些 prose，散文，叫做「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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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那些頌就不叫做契經。譬如《金剛經》裡面那樣，除了那些偈，除了那些「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除了那些偈，其餘的散文通通都叫做「契經」，這樣是最

狹義的，經裏面的那些散文叫做「契經」。即是散文在經裏面就叫做「長行」，在佛

經裡裏面叫做「長行」，這裏所講的契經是指那些長行，長行，最狹義的。這就叫做

「十二部經」，第一就叫做「契經」，佛經裏面的那些散文。

第二就是「應頌」，應該要再重新將它來頌一頌的，即是現在的所謂什麼？「應

頌」，自古以來有兩個不同的解釋的，第一個解釋，那些「重頌」，佛講經，講著講

著講完一節了，他就將他前一段的意思重新講一講，那些就叫做「重頌」，如上文，

《解深密經》上文，每講完一段經他都有一首「重頌」的，重新將它來頌一頌的意

思。那些叫做「應頌」，應該頌，講完這麼多了，恐怕那些眾生忘記了，應該重新將

它來頌一頌，「重頌」。第二個解，第二種，所有那些不了義的經都叫做「重頌」，

叫做「應頌」，因為什麼？那些經既然是不了義的，那就應該將那些了義的東西拿它

來頌它一頌。重頌的兩個解釋。這樣我們這裏用什麼解釋？用第一個解釋，就好像是

那些重頌，應頌，又叫做重頌。

第三就是「記別」，「記別」即是預言，預先「記」你，即是舍利弗於將來幾多

(劫)之後就應該成佛，那個國土叫做什麼？佛名叫做什麼？預記他，預言他。又例如

佛預言，我滅度後有多少年會有一位王者出現，叫做阿育王，他能夠怎樣？維護佛

法，如何如何，這些統統叫做「記別」。「記別」舊譯譯做「授記」，《法華經》有

個叫做〈授記品〉，授一個記別給他，「授記」。

「諷誦、」「諷誦」就是一種經，不是重頌，講到好像這些又叫做「孤起頌」，

單獨頌的，例如《金剛經》裡面的那些，《金剛經》那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些不是「重頌」來的，那些叫做「諷誦」了。

「諷頌」即是那些「孤起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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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那種叫做「自說」，不用別人問的，佛自己講的，普通很多經都是那些人請

問他，然後他才講，其中有些是自說的，你們整日念的那本什麼？自說《阿彌陀

經》，《阿彌陀經》就是自說的。「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沒有人問他，他自己講

的，他自說。

另一種，「因緣」，因緣是因為有人請問他一個問題，然後他解答就叫做「因

緣」。「因緣」兩個字就兩個解釋，第一個就是這個，譬如這個，現在我們講的這個

〈分別瑜伽品〉,這就是彌勒菩薩問他，然後佛講的，「因緣」了。第二種，第二個

解釋，「因緣」兩個字有兩個解釋，第一個就這樣解釋了，第二個就指那些戒律。因

為佛設戒，佛設戒律是有益、有原因然後而設立戒律的，因為，譬如因為，最簡單來

講就是這樣，最簡單來講，佛最初的時候，那個教團都無所謂什麼特殊的戒律的，只

是這幾句話而已，「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講這幾句而已，後來漸漸地教團裏

面的那些比丘多了，就很多人犯了做事不大妥當，所以因為某一件事，因為某一種因

緣，佛就制定了一條戒律，例如因為有些比丘走去外面買肉食，於是佛就制定，佛就

制定一條戒律：比丘不准出外買肉食。這條戒律都是因為有原因而制定的。是嗎？

講到這裏，我又複述我以前講過的一段故事。戒律裏面有一條文，一個比丘或者

比丘尼，不得與他的，除了，除了生他的母親之外，不得與其它女子同一床而睡，有

一條這樣的戒律，原始的時候有一條這樣的戒律的。即是說，出家人不能夠與異性同

眠。但是有一個例外，如果那個是你的母親就例外，這條戒律，何解釋迦佛這樣得閒

做這麼複雜的戒律呢？

原來是因為有一件這樣的事，即是有一個很有錢的，很豪富的有錢仔，印度是多

妻制的，有妻有妾很多，即是極盡人生享樂的事情了，當他享樂的時候，他忽然間對

物欲心灰意冷，就走去出家，走去出家，拜佛做老師，出家，佛就准他出家，出家之

後，他又在那些茅棚裏面住。自己搭茅棚來住，他有個太太的，他的正妻見到他都出

家了，就說：不如我都出家了！她就走去做比丘尼，即是一個做比丘，一個做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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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那個是它以前的太太來的，以前時時服侍丈夫的，見她時時走去丈夫那個茅棚

裡，就拿他的那些袈裟，拿他的東西去洗，洗的時候很閒(平常)，那個比丘尼就去拿

那些東西，當時都未曾有一條戒律說有其它人在這裏不准見女人，大概未曾有這條戒

律。她走去拿他的衣服去洗。有一次這個女子走去拿他的衣服來洗，這個男子當時見

到這個女子的時候就忽然起了淫心，就想與她交合。這個女子說不行，我現在出家

了，現在不同以前，以前就是你太太，現在我都出家了！別搞！於是就走人！拿著那

些衣服就走了。走回來時一路想，一路行一路想，想起往時她的家庭的快活的狀況，

原來拿那些衣服的時候，那個比丘因為當時淫心起，那些精就排泄了出來在那件袈裟

裡，她洗的時候就看到那些袈裟裏面有些精液，那些精液，忽然間她的淫心也起上

來，那個女子就將那些精液挖起來放在自己的生殖器裡面，因此，然後就替他洗乾

淨，送回去就無事了。誰不知那些精液走了進去女子身體入面，就成了孕，成了孕，

成了孕肚子就了，那些人就吵起來，管理那些比丘尼的是她的姨母在管理，還要有那

些法師，凡是比丘尼一定有男法師來指導的，那個修院的院長，女院長與那個指導比

丘就走來報告釋迦佛，有件這樣的事，有個比丘尼懷孕了！怎麼辦？

佛，一般人就很緊張，佛一點沒有緊張：既然她懷孕了，就由得她大就把兒子生

下來囉！你看，由這樣看，這一段，可見釋迦佛的思想有多自由！並沒有很嚴酷那樣

的，既然她有了孕了，又能怎樣？你能難為她嗎？就由得她將來把他生出來。那兩個

做院長的與做指導的就沒有了辦法，佛都這樣說了，那就由得她吧！到她懷胎滿月了

之後，就自然就由得她生了兒子出來了。兒子生出來之後，兒子要找地方睡覺的，那

個院長就要遵守戒律，出家人不能與異性同宿，她的兒子是兒子來的，若是女兒就可

以睡在一起，兒子是異性就犯了佛的戒律。於是就不給他同一張床睡覺，就另外拿一

個箱，將蘇蝦仔(嬰兒)放在在床邊來睡覺。誰知那個蘇蝦仔整日要找媽媽的，自己睡

覺就會哭的，嗚嗚哇哇整晚吵，一定要母親抱著他才不哭，吵得那些出家人，他們夜

晚要修禪定，又一早要起身，這樣搞騷擾到全個精舍都不安寧，那怎可以？

第二日院長與那些指導人又走去請問佛，搞這樣的事，如果這樣很難搞的，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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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一連吵十晚八晚，那些人就不用修行了！怎麼搞？佛說：這樣嗎？那就由得他與

母親一齊睡囉！佛說。這個人問：你制定的戒律，出家人不得與異性同睡！他這個人

是異性來的！這個人是兒子來的！她是比丘尼。佛陀說：對了！他發現這條戒律有漏

洞，要修改了，要修改這條戒律，除了她的子女，除了他們有母子關係之外，不得與

異性同宿。釋迦佛就因為這件事來修改戒律，有經有據的這件事。這就好像釋迦佛那

樣很自由的風氣，不是像耆那教那些人那樣，很嚴酷，不是這樣的，這樣，這些是什

麼？「因緣」，因為有這樣的原因而修改、制定那條戒律，很多的都是這樣。

「譬喻」，譬喻就多到極了，佛最擅長於「譬喻」的，你讀一讀《法華經》，世

界有名的，佛教的《法華經》的那個〈譬喻品〉，「火宅」之喻，「貧子」之喻，這

是世界第一流的譬喻來的。「譬喻」，這些叫做「譬喻」了。

「本事」，講那些弟子，你生前做什麼，講他的前生，過去世的事。「本事」。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那些日本人也是這樣，見到佛經裏面那些講前生的故事，前生如

何如何的故事拿來講，叫做「本事」，於是那些戲院，你知嗎？那些戲院你入去看戲

的時候不是有張戲票嗎？將那齣戲給你看，就叫做「本事」，那些日本人就將這些叫

做「本事」。是日本人先叫的，很多東西都是日本人先叫，將 victory這個字譯作勝

利，意思日本人將佛經裡面的勝利來到譯的，「宗教」兩個字又是在佛經裏面的「宗

門」與「教下」兩個字合起來就叫做「宗教」之類，「本生」是佛自己講自己的過去

世，某幾多百世之前，我曾經做過皇子，如何如何，怎樣怎樣，幾多世之前我就做

過，為了想化度那些猴子，我就曾經做過猴子來化度猴子等等，這些是「本生」。

「方廣」、「方廣」即是大乘經，「方廣」，「方」者正也，「廣」者大也。其

道理又正、又大，所以叫做「方廣」，是大乘經的別名。所以很多大乘經它都加上

「方廣」兩個字。譬如《華嚴經》那樣，就叫做《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嗎？「方

廣」。即是大乘那樣解。「方廣」。這樣，可見當時印度人，佛在世的時候，或者佛

滅後不久已經有大乘法了，十二部經裏面有一部分是大乘了，「方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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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法」、「希法」即是什麼？即是講很稀奇的東西，佛經裏面講的那些什麼？

佛怎樣顯神通，目犍連怎樣去顯神通收伏那些鬼子等等，講這些神奇的東西。講那些

好像神話式那麼上下的，叫做「希法」，即是很稀有的，「希」者，奇也，很奇的這

些事，即是奇蹟。

「論議」、「論議」即是討論哲學的問題的。好了，這個「論議」就這樣了，這

個問，「論議」即是論，經、律、論的「論」，但現在一般人就說佛所講的就叫做

經，是嗎？佛所定的戒律就叫做律。那些佛的弟子與後代的菩薩、祖師所寫的著作就

叫做論，一般現在就是這樣，誰不知這種是一種最通俗的講法而已，古代將佛所講的

東西分為十二部經，是嗎？其中有一部分就叫做「論議」了，可見佛都講「論議」

的，是嗎？不是說一定是菩薩、祖師的著作才叫做「論議」的。這樣哪些叫做「論

議」呢？

一會我講給你聽什麼叫做「論議」，剛才講最通俗的就是佛所講的叫做「經」，

佛所定的戒條叫做「律」，那些菩薩祖師所造的著作叫做「論」。這是最寬、最普通

的解釋。但是在佛教的本身的那些文獻裏面，這種不是最正宗的解釋，後起的解釋而

已，最初的解釋，經就是佛所講的，專門教人如何修行的，尤其是教人怎樣修定的，

那些叫做「經」。律，佛所定的戒律叫做「律」，「論」是指什麼？佛所講的有關於

哲學問題的那些，那些經就叫做論，哪些呢？這些經叫做「論議經」，這本我們現在

講的就是論議經了，《解深密經》就是經中之論，《解深密》、《楞伽》這類就是經

中之論，探討哲學問題的。這種大概舊時古代北方的佛教都是用這樣的解釋，古代的

北方佛教，它就這樣，它說佛的經裏面教人修行是有三種，學佛，去修行、修學的東

西不外就是三種，三種學問，三種學問叫做增上學，「增」者，增加，「上」者，向

上。

你修行、修學這三種東西，令到你那些威力增加，令到你威力向上的，所以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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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增上學。這個「上」字包含什麼？強、強，強烈的，勝、殊勝的，輔助，它會輔助

你的，「增上」兩個字含有強烈、優勝、輔助，強烈，優勝、輔助的意思，「增

上」。學佛，修行學佛，就不外學這三種增上的學，哪三種增上學？真正的修行，第

一種就叫做增上戒學；(第二種是)增上定學；增上心學，舊譯就譯做定學，其實應該

譯做，照梵文的原意就應該是「心學」，戒、定、慧是譯得不夠嚴格的，戒、心、

慧，制伏我們的欲望，控制我們的心，增上心學。第三種就叫做「增上慧學」，戒、

心、慧三種，本來北方佛教的它分經、律、論，何解要分經、律、論？佛所說的法有

些就著重「增上心學」的，那些我們叫它在做「契經藏」，佛所說的法之中有些是著

重講增上戒學的，這些我們叫它做「律藏」，有些是著重於討論這個哲學問題的，著

重於增上慧學的，這些我們叫它做「論議」，叫做「論藏」。

古代正統的解釋，這種解釋主要在北方，北方小乘的有宗，小乘的有宗，小乘是

有宗的勢力最大的，論議，照這樣看，這個所謂「論議」是佛所講的論議，就不是後

代的那些人講的論議，十二部經都是佛說的，即是佛都有說論議，哪些是論議呢？即

是著重講理論的，例如《解深密經》、《楞伽經》，這一類，好了，這句整句是怎樣

的？「佛告慈氏菩薩」，他這樣說：「善男子」啊！依我為大乘菩薩講的大乘經教，

裏面就包括那十二種東西：「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因緣、譬喻、本事、

本生、方廣、希法、論議。」這十幾種東西。

你修禪定，你修止觀，就應該要依照我所講的這些去修的，這樣依著它修，就怎

樣修呢？下面己二那裡就說明依教去正修了，依著，即是這十二部，教者，指這十二

部經了，正譯應該譯做「十二分教」，去正修了，裏面又分兩段。

庚一、庚二。庚一，「總名依教進修。」即是一般來到說明止觀方便，「方便」

者，即是未曾正式修的，這個意思，「方」者、方法，「便」者，即是便利，在未修

止觀，在未修止觀的時候，應該先有一種方便的準備，是嗎？這個方便是怎樣？準

備，同時在修的時候，還有很多方面的，這個止觀方便是指什麼？修止觀之前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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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修止觀前的事前準備。

現在一般人，很多人他沒有讀這些經，它就開口閉口就講唯識宗的人不講修行

的！整日講理論、辯駁而已！這種人它講這些話，如果真是要落地獄的，這些人就真

是慘了！亂講一通！希望就沒有地獄，是嗎？如果有的，他講這些說話就真是很慘

的，最詳細的！譬如講修止觀，所有藏經裏面講修止觀講得最詳細的莫如唯識宗！現

在那些人不知道，因為怎樣？他不讀書，不知道人家很詳細地講。有一個，香港有一

個大德，很厲害的，當三十年前，二十幾年前，我在香港就成立了一個叫做法相學會

的，那些人就分別去那些大德那裏請教一下他，逐位大德去探訪，個個都很讚許的。

去到還是有一位大德他說：你們研究唯識的，整日吵架的！他以為是吵架的。他認為

學佛連架都不能吵的，他不知道，此人他不學無術！他不知道古代的菩薩整天吵架

的，你讀一下《維摩經》就知道了！是嗎？你看看維摩居士？逐個逐個與他、駁他

的！是嗎？幾乎除了文殊菩薩就沒有一個收得他服！這樣的。可見他連《維摩經》這

些都未有讀過的！那位就稱為「大德」了！不過我無謂講他的名字了，今日浴佛節這

麼好的日子，無謂講他的名了。這樣這個人修行都沒有用，這一世都無用，講這些話

已經沒有用了！你一讀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你在別的地方找不到這麼詳細的，你找

完全那些禪宗語錄，找不到這麼詳細的教義。

好了，這個，總名修止觀的事前準備。庚二，別釋止觀二門，分別解釋，怎樣修

止一門，怎樣去修觀一門。現在庚一，總名止觀方便，「菩薩於此」，「此」字，寫

回它。是「此」字。「菩薩於此」，這個「此」指什麼？指那三藏十二部經了，菩薩

對於這種經要怎樣？「善聽、善受」，有人將這本經來講給你聽，你要好好地去聽，

如果你，舊時就要聽，現在不聽，你要看，你要去讀，這個、這個「聽」字不是一定

要聽法師講，你讀經也叫做「聽」，以前沒有印刷，沒有這些就一定要聽，現在讀、

聽，聽了之後，「受持」、記憶，把他所講的東西記下來，第一步就要這樣。

第二步，「言善通利」，「言」即是說話，對於經裏面的說話要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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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語言「通」怎樣通呢？了解它，這個經教的文法上是怎樣講法的，意義

上，這一句一句是怎樣解的？「言善通利」，通者，讀那些經就「諷頌」它，

念它，沒有㪐㪐㩿㩿(不通順)，通利而不是㪐㪐㩿㩿(不通順)的，「言善通利」

即是讀這本經句句，一個個的字面都識解(明白)，讀得到，不會讀錯那樣的。

「意善尋思」、心就要怎樣？我們的意識，即是精神集中在這裡，什麼你都可以

做，觀心一處，只要心綁住一處地方，無事不辦，那個意識，意即是指我們的意識，

很好地去尋思它，到底這本經講了什麼？

「見善通達」，這個「見」即是指意識裡面的那些智慧，他們的智慧，要

對於這本經裏面的義理要貫通、通達，這三種東西，這幾種東西，我漏了，中

間「意善尋思」我沒有寫注，我要注，「言善通利」，不是！「善聽、善

受」，一種，「言善通利」，第二種，「意善尋思」，第三種，「見善通

達」，五種才對，我又漏了一種。「善聽」、一種，「善聽」者就是讀或者

聽，「受」者即是記憶，受持記憶，「言善通利」即是「諷頌」不要讀得㪐㪐

㩿㩿(不通順) 。「意善尋思」，我們的意識沉思它的道理，沉思了之後，用我

們的智慧去貫通它，「見善通達」，五種了。

我寫了，這五種東西就叫做「聞慧」了，那麼整日念，念經，從聞思修就入三摩

地，是不是整日這樣念？什麼叫做聞？聽一下就叫做「聞」嗎？「聞」者即是說什

麼？由讀經引發出你的「聞」的智慧，什麼叫做「聞」的智慧？這五種，這五個層

次，總合來講就叫做聞慧，聞慧。思慧就只是思惟，叫做「思慧」了，聞慧都是沉思

的，不過思慧，聞慧的沉思與思慧的沉思有什麼不同？聞慧的沉思是將那本經一句一

句的文字，不能夠離開文字去了解的，就屬於「聞慧」，放開那本經，把那本經的義

理自己貫通去想的，叫做「思慧」，明白嗎？譬如你讀《金剛經》，明白嗎？譬如你

讀《金剛經》句句都解，念得出，背誦得過，「言善通利、意善尋思」，句句都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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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開那本《金剛經》麻煩你把《金剛經》的大道理講出來，我都不知道。這樣你

即是有聞慧、沒有思慧，「思慧」者，即是可以放下文字都可以將道理了解的就叫做

思慧，是高一級的慧。修慧就更加了，修慧是在修止觀上做到、體驗到，就叫做「修

慧」，好像接觸到那樣。

聞慧、思慧、修慧。於此，一個菩薩，修止觀的菩薩對於這十二部經，第一要善

聽，第二要善受，「受」即是受持，「受持」即是記憶，「言善通利」，將它念的時

候，能夠很順利地念出來，即是句句都不會作「意善尋思」，意識了解它，「見善通

達」，深入一些我們的智慧就貫通它，有了聞慧了，即於如是，先有聞慧，有了聞慧

之後，第二步，「即於如所善思惟法，獨處空閑作意思惟。」即是思慧，明不明白？

思慧，聞、思、修。

「聞」了之後，經過那五個階段，然後即於，於是即刻就對於如是「善思

惟法」，你所想的那一套不是文字了，你所，經裡面的那套道理，你已經很能

夠領略義理，將這套義理來怎樣？你就去修了，根據這套義理來修了，修的時

候，「獨處空閑作意思惟。」獨處即是不要找那些 拍拍噼噼 (吵鬧)的地方修止

觀了，要怎樣？要很空閒、很空曠的，沒有人嘈你的，「獨處空閑」，不要多

多人在搞搞震的，第一「獨處」，第二「空閑」。這樣你就去修定，修禪定，

「作意思惟」，作意者即是什麼？這個 attend，作意，pay attention，將那

個留心，作意即是留心，即是留心，思維，這個思維是想那套道理。這樣，當

你未正式修止觀的時候，你就應該做準備工作。

好了，有了準備了，就修了，修了，下文就講修了。修就先講修止後講修觀，講

下一段，我就要講，這一段不夠詳細，我就在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

第廣論》)裡面，就抽了一部分出來做這裏的註腳，我先讀了下面一段。

庚二，別釋止觀二門。分別解釋怎樣去修止，怎樣去修觀這兩門。又分二，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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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釋止門。辛二、別釋觀門了。辛一，別釋止門，先教你修止，先學修止，後學

修觀，你說，「作意思惟」那就是觀了？要先觀了才止？不是，那些不是觀，那些是

事前準備的觀，那些不算觀的，所以真正學就先學修止，後學修觀，所以現在那些

人，一學就去修觀，這個不對的，先修止，如果真正的修觀，修止成功之後的那些觀

才是真正的觀，修止未成之前只是學習一下而已，下文有給你聽，現在正式修止了，

當有了準備工作了，你「獨處空閑」了，就開首修了，修的時候是怎樣？下面就正式

修了，「復即於此能思惟心，內心相續，作意思惟。」

我又要寫這個圖告訴你，當我們修止觀的時候，要用我們的意識，現在人人開口

閉口都說要離心意識，你不要理它這些，是嗎？一家有一家的講法，心、意、識如何

可以離得？死了就是離，或者入無想定，入無想定都不是完全離，真是要完全離，死

了也不行，死了你那個「阿賴耶識」還是整日跟著你，那個「末那識」也跟著你，怎

樣離？當我們修止觀的時候，我們的心、那個意識，意識裏面有個慧心所，慧心所，

這個慧心所去了，出現了，譬如我修空觀那樣，我的智慧心所，意識裏面有個智慧的

心所，就想了，五蘊如何如何地空，如何如何地空，想了，這樣，這種它所想的東

西，就好像做電影那樣了，五蘊者，就是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這樣就一

個、一個、一個二個的那些概念就打出來，好像字幕那樣打出來，這樣，這些叫做影

像，image，影像。所謂「影像」即是指什麼？意識裏面的相分，影像，你就寫影像

好了，影像即是相分，一方面就這樣了，你一路想的時候，這樣的時候一路想，當你

一路想的時候，我們就叫做觀了，修觀了。

一路一路觀的，是嗎？但是觀到差不多的時候，我們就要修止了，停了不觀了，

那時意識裏面又有第二個心所起，這個叫做定心所，又叫做三摩地，定心所，定心所

起的時候，譬如你觀，觀到五蘊都空了，觀到這個時候，你這個時候空了！不用再觀

了！於是將這個定心所控制住，這個慧不想了，不想了。你說不想，一會那個心又飛

走了，你要靠那個定心所：不想、不想、不想！控制住它，control了它，定心所，

這樣當你 control住它的時候，就叫做止了，譬如你觀到五蘊都空了，不再觀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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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五蘊都空了，觀，觀的時候就空了，不用想了，空的、覺得空的，不想事，那時

就止了。但你有時一方面就是觀，一方面就是止的，觀的時候，一路我要觀，越入越

深，所以那個空觀越入越深，當你越入越深的時候，剛剛隔離開了機器在跳舞，呯呯

那又怎樣？你如果止的力量夠，控制住它，我現在正在修觀，我聽到的，那時就嘭嘭

止觀一齊起了，不是停了讓它止的，止而不停的，他還在觀的，止觀雙運了。

聽眾：單是觀字何解？

羅公：單那個觀字？觀察。

聽眾：包不包括思想？

羅公：是。但是它觀察那個字的範圍就闊一些，與思想差不多，思維即是思想，它即

是深入的思想。

聽眾：是不是就是 control那樣解？

羅公：定就是 concentrate，集中它。

聽眾：concentrate？

羅公：是。concentrate。集中它。

這樣，初時，譬如你現在修止觀，「獨處空閑作意思惟」地想了，又好像《心

經》那樣想，初初盤起腳就想了，是嗎？坐起那個姿勢想了，那時就叫做「作意思

惟」了，完畢了，於是就怎樣？那個心就在想，翹起腳坐在那裏想，想到差不多了，

用你的定控制住它，不要想，不要想，想到這裏為止，想到這裡，譬如說空，只是一

個空的概念，什麼都沒有，想到這裡要控制住它，每一個剎那，每一個識都是空的、

空的、空的、空的，或者不想、不想、不想，那時就只有這個 concentration就是

定，不想別的東西，想著自己的心，明不明白？即是後一個識，頭一個剎那的定，想

回前一個剎那的心，這個定，譬如你觀空，這個觀空，前一剎那觀它空了，如果叫它

不想了，空的，就把那個想空的心保留住，不要再進，用這個 concentration

control它，不要給它再進，這樣，即是這個不給它再進，即是後一個剎那想前一個

剎那的心了，前一個剎那想的，譬如你現在正在想阿彌陀佛，想阿彌陀佛，我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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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只是想阿彌陀佛就好了，不再想其它東西，這個時候，我要用我的定力，那個

concentration控制住，不要想別的東西，只想阿彌陀佛，只想阿彌陀佛，哪個阿彌

陀佛？前一個剎那想的那個，就想那個、就想那個，這即是說，以這個定來看著自己

的心，是看前一剎那，每一個剎那看前一個剎那的心，每一剎那的那個定都看回前一

剎那的心，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最緊要，每一剎那都是前一個剎那，後一個剎那，每一個剎那起的時候，我

的定力都想回前一個剎那的心，不要給它走，不要被給它走掉去，這樣然後才連續

的，掛鉤，前一剎那的心與後一剎那的心掛鉤，你念佛都是這樣的，聽不聽得明白？

你念佛也是這樣的，你念佛不似得觀想那麼好的，你口念觀想阿彌陀佛的樣子，前一

剎那想阿彌陀佛放光的好好的樣子，你要那個定力不要失，就這樣想著他，這樣後這

一剎那的定力，想阿彌陀佛的相貌這麼靚，這個剎那完了，第二個剎那起的時候，那

個定力再回憶，再回憶這一個剎那所想的阿彌陀佛的樣子，後一剎那，再後一剎那又

回想，一路掛下去，前一個剎那與後一個剎那掛鉤，這樣就是連續了，這個意念就不

分散了。是嗎？明不明白？你記住這個。

聽眾：要不要很用力？

羅公：什麼？

聽眾：要不要很用力？要很集中？要不要很著意？著意？

羅公：哦！它這樣，當你的心散漫、很昏沉的時候，你就要著意，太著意，太緊張的

時候，你就，後面它有教你的，總之很詳細的，你學完《解深密經》的這個

〈分別瑜伽品〉，你就不用再學修禪定、修止觀了。

當你緊張的時候，你即刻 stop了它，不想，放鬆了它，全部放鬆，當你全部放

鬆的時候心又會走了，當那個心走的時候又即刻拉回來，只要你不走就算，漸漸地心

就很自然地既不緊張又不散開，當你的心散而拉它出來的時候，這種功夫叫做「捨

相」，啊！「止相」，它走，stop！不要走！「止相」，止的時候漸漸地會昏沉

15



的，就「舉相」，將你的心再舉起它，修觀又緊張的，好像你所講，緊張的時候，

「捨相」。放鬆，relaxation，止、舉、捨，止、舉、捨。

「復即於此能思惟心，」「此」即是這個，這個能思惟的心，指這個定，這個意

識，這個定，不是！這個「能思惟心，」這個作意思維，觀，這個能思惟的心，即是

前一剎那的，能思惟的心，這個意識，前一剎那的意識，「復即於這個 (此)能思惟

心，內心相續，」「內心」者，就在定的境界裡面，現在修定的心不向外，叫做「內

心」「相續」、連續想，即是後一剎那想回前一剎那，後一剎那的定就想前一剎那的

慧，不斷地連續、連續，一個鉤，好像鎖鏈那樣一個鉤一個，一個鉤一個那樣，內心

相續，內心相續地去作意思惟，這樣，不要緊張的，是嗎？太緊張的時候你就放鬆，

放鬆，太鬆過頭它會走的，走的時候你就再拉回它，總之漸漸地不忙不迫那樣，你就

會修定成功了。修止就是這樣而已。

「如是正行多安住故，」這裡漏了一個「故」字，「起身輕安及心輕安，」這裡

半句，「如是正行」，「如是」者，即是這樣，如是即是 thus，這樣正正式式依照

這個方法去實行，去修行，修行的心會時時走去的，你多次，不要緊，那個心你走就

儘管走，你走了又拉回來，安住，安住即是 settle，settlement，安住，你的心去了

哪裡？你趕緊回來！我叫你想阿彌陀佛，你走了去想馬師曾不行！你快快回來想阿彌

陀佛！安住它，想住你所想的東西，「多安住故」，多此「安住」，不要緊的，順其

自然。這樣，你「多安住」的結果時時修，時時修，修著修著你的精神就很集中了，

當你精神很集中的時候，你就可以產生兩樣東西出現，第一是身輕安，你的身體有一

種輕安的觸，現在的人叫做氣，氣功的人叫做「氣」，輕安的觸，觸就是觸覺，身裏

面起一種，身裏面佈滿那些神經，那些神經系統裏面起一種很輕快的、很安樂的，很

輕快安和的觸覺，這種觸覺就會，初起的時候，有些人在這裏起，有些人在肚臍下面

所謂丹田那裡起，有些人在這裏起，現在的人執著一定要在丹田起，有些人執著一定

要在這裡起，全部都是執著，它喜歡在哪裏起就由得它在哪裏起囉！是嗎？何必要理

它在哪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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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執著就弊了嘛！是嗎？由這裏起，初時就有暖暖的，暖暖的，當它暖的時

候，那些西方人就說叫做「靈熱」，印度人說我們身體裏面有一種先天的元氣，它叫

做什麼？Kundalini，Kundalini，軍荼利，譯做「先天元氣」，或者譯作什麼？「靈

熱」，有時還有些人在會陰處起的，在會陰處呼呼地上的，初初就暖暖地，漸漸地就

會霹靂啪啦，霹靂啪啦，有些是跟住背脊的神經走，有些叫做運轉河車，不是一定要

運轉河車的，有些人是走滿周身，好像那個原子、原子核運動那樣，在身上面沙沙那

樣轉，有些就在會陰處起，一條火柱那樣衝上來，衝上頭頂，不一的，因各人的身體

而不同，這些輕安的觸覺令你到很爽的，輕安的感覺。

現在的人叫做「氣」，以前的氣功師傅教我們，我們在香港，在青年會處聽講，

那個教氣功的說什麼？我們的運動如何可以得到多少氣，會得到多少氣，其實這些氣

不是得的，即是你自己的輕安本來就是有的，不過你平時精神紛亂它就不起，一集中

精神，當你的精神很靜很靜的時候輕安就會起，初時就暖，後來就郁，再後來就霹靂

啪勒，好像全身觸電那樣，那時你不要驚慌，你驚就不得了！所以先要有心理的準

備，輕安會起的，起的時候你不用害怕，漸漸地就有些怪現象出來了，不是個個有

的，有些怪現象就出來了，所以多讀經教，如果你平時的心是邪的，或者怎樣你就死

了！坐在那裏，當你很爽的時候，見到有些裸體女人走過來在你面前好像跳舞那樣引

你，你就死了！那些叫做什麼？走火入魔，漸漸地你就弊了！有些，我個朋友陳湛

銓，坐著坐著見道一個凶神惡煞的，一隻大手抓落它的腎囊那裏，嚇得他很厲害，不

過他也聰明，即刻就念佛就沒有事，有些人就成隻老虎血盆那樣的口，想走過來咬你

那樣。會有這些現象的，無事的，這些現象為什麼會有？第一，那種無知的人才會

有，不懂這套東西的人才有，懂這套東西的人沒有的。你來到，我知道是假東西來

的，或者是魔的假東西我不上當，不理你！不理不行，在你面前揚來揚去，怎麼辦？

那就想著阿彌陀佛或者釋迦佛，坐在你的頭頂處，他放的光撐住你。這樣它不能逼近

你的，很奇的，你想著那個觀音菩薩，想著佛，距離五尺內它過不來的，總是過不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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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試過這樣。我有一個葉文意的弟子，也是我的學生，那個叫做郭瓊海是

嗎？他住那間屋有鬼，鬼屋人人都怕的，他住在那裏，他不信。真是見鬼！嚇得他很

厲害，他在那裡念六字大明咒，念著念著就覺得，那隻鬼就差幾尺就是行不到過來。

何解它行不過來？那時定心都很好，心有一種幻覺，覺得好像有一個、有一個，有個

電罩那樣，好像做電影的電罩，有一種力量，它就是不能過來，沒有什麼的，他什麼

都不識，就是識唸六字大明咒，他還不是唸什麼梵音，只是念本地音：「嗡嘛呢叭咪

吽」、「嗡嘛呢叭咪吽」地念，它就是過不來。當你輕安起的時候，你懂得經教就不

會有危險，絕對沒有危險的。又什麼走火入魔，哪會有這樣的事！沒有的。這樣這個

輕安起，到最後它起了，漸漸地充滿全身，將來有一段講很標準的輕安起的時候是怎

樣的，我選了那一段給你們。這樣充滿全身的時候，你就有這樣的感覺了，你覺得身

體很輕，好像沒有了重量那樣，但是仍然覺得有個橡皮囊那樣，那些輕安就像是暖水

那樣灌滿你那個橡皮囊，好像想流出來，想流出來那樣，有一種這樣的心態。這樣就

輕安充滿一身了，當他輕安充滿一身的時候，初時就 拍拍地震動，後來慢慢慢慢噼噼

地停止，你的呼吸就微到極，好像幾乎無呼吸那樣，因為你的呼吸力集中了在那個肚

臍下面，呼吸很長，長到又長又微細，幾乎沒有那樣，那時候就很定、很定、很定，

輕安起在身上，那些人就以為自己見性，其實不是的，很多人去坐，聽人說那些什麼

境界，我又見到什麼，他戇的！這是輕安，當輕安起的時候就是這樣了，好像那個身

體完全沒有了重量的，飄飄然那樣的那種境界，似有似無那樣的，不是見性，如果見

性就不會覺得似有似無的這種境界的，覺得有這種境界即是不是「性」了，是嗎？

輕安圓滿了，充滿了，你就叫做，那時候你就叫做，有幾個名稱給你，第一、你

叫做修止成功，「奢摩他」成功；第二給它一個名，就叫做入了初禪，第一禪，禪

定、初禪。現在的人說打坐、打坐，怎樣叫做「初禪」？輕安充滿一身就叫做初禪，

當輕安未充滿之前又怎樣？霹靂啪勒那樣有很多幻境的，你不要驚慌，我曾經試過，

好似 sir火箭那樣，好似自己走了上去那樣，我好在我看經看得多，我想：哈哈！起

了這樣的幻境！我身體坐在這裡，我根本就沒有走到！這麼奇怪！奇怪它都不再上

了，半虛空那樣，倒掟，sir！好似比燒槍彈還快那樣，好在我把到定，是這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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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有這樣東西，很奇怪，所以撞不傷的，sir！那樣定一定，還是覺得自己坐在這

裏！什麼事都沒有。

當你古靈精怪各種各樣的時候，那時就叫做什麼？近分，未輕安，未曾充滿之

前，各種奇奇怪怪的現象出現的那種狀態，就叫做初禪的「近分」，到了你輕安都充

滿的時候，那時很定的，那個心不亂的，那時就叫做初禪的根本了，就不是近分了。

第二禪又怎樣？你不要理，你能入初禪再講，是嗎？多就反而麻煩，起了輕安，

這樣就叫做「奢摩他」了，那時有了輕安的心境才叫做「奢摩他」，不是說你坐著，

繞起腳就叫做「奢摩他」，不是，要起了輕安那時，有了輕安以後才叫做修「奢摩

他」，「是名奢摩他」，起身的輕安及心輕安，身輕安就是這個輕安的觸，現在的人

所謂「氣」了。心輕安就是我們的心裏面、意識裡面跟著身的愉快，享受那種愉快的

感覺叫做「心輕安」，心輕安是心理的，身輕安是生理的，記住，生理的變化，心輕

安是心靈的變化，心輕安。身輕安與心輕安起「是名奢摩他」，這就叫做「奢摩

他」，叫做修止成功了。如果那個菩薩能夠這樣修，「如是菩薩，」這些菩薩能夠做

到這樣，就「能求奢摩他」了。叫做能夠求得到大乘「奢摩他」了。這樣修止就很簡

單，不過你修，有些人修幾年都不行，有些人十幾日就可以了，有些人一個星期左右

就可以了，奇怪，那些人一個禮拜左右就得了。

聽眾：身輕安與禪悅同不同？

羅公：什麼？

聽眾：禪悅？

羅公：禪悅即是身心輕安合起來。

聽眾：兩樣？

羅公：應該是，不是怎樣解？

這個「禪悅」兩個字根本就不是佛經裡面講，中國人講的，中國禪宗的人講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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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悅」，「悅」者，即是歡喜，「禪」者，禪裡面的輕安，禪裡面的輕安，沒有說

身輕安、心輕安，我只有說它包括了。所以最好你少用這種名詞，禪悅、什麼真空、

妙有這些，現在的人以為「妙有」就是好，以為佛經的那個勝義諦是「妙有」，妙

有，這是道教、道家的名詞，最初用「妙有」兩個字來見諸文字是什麼？晉朝，東晉

(約 317－420)的時候，有一個做大官的人，叫做孫綽，文章很好的，他造了一篇，

造了一篇賦，叫做《遊天台山賦》，天台宗的人最喜歡講「妙有」，最初講「妙有」

時智者大師都還未出世，智者大師的阿公都怕都未出世，那篇《遊天台山賦》就開首

講「妙有」了，《遊天台山賦》一開首是怎樣的？「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

有，」他說這個太空無窮無邊那麼遼闊，而無障礙的，它不是死的，會運動的、會郁

動的，「運自然之妙有」，它運行是那種自然而有的，不是上帝造出來，不是人造出

來的，「運自然之妙有」。這種「妙有」怎樣？「融而為川瀆」，這種「妙有」是怎

樣？會融的，融(溶)化變為水了，世界上一切水都是這種「妙有」融(溶)化而成的，

「結而為山阜。」會凝結，一凝結就成為山、成為石了，再這種「妙有」運用的結

果，就產生這個人類的靈性了！等等。如果你說想找，你看看上面圖書館有沒有，沒

有就去街上，你去多倫多大學圖書館那些就有了。《昭明文選》，《昭明文選》裡面

賦那部分，裡面有一篇叫做《遊天台山賦》，就開首了，比智者大師更早。這個「太

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好，我們休息一會。

「作意」，「即於如是善思惟法，」即是思慧，「獨處空閑作意思惟」那時，都

是思慧，都是思慧而已，到了得到身心輕安，這個也是思慧而已，這個就是「奢摩

他」了。「奢摩他」成功以後那些，再起這個觀慧，那些才是修慧。這樣，我們看一

下一本書，叫做《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廣論》)，西藏，我們現在的人以為西

藏的喇嘛只是念經、念一下咒而已，不是的！西藏喇嘛有些很博學的，很精深的，尤

其是那些黃教的喇嘛，那些學者，你看看現在達賴都識很多東西的。黃教，大概是我

們朱洪武(明朝，約 1368－1399)差不多上下的時候，明朝，永樂皇差不多時候，那

個時候有一位青海人，有人說它是西藏人，這個人就去青海，我們中國青海那裏，就

學佛法，學了佛法之後就回西藏，返西藏，這個人很博學，行檢很好，他見到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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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那些出家人娶老婆，飲酒食肉，直情都不守出家人的戒律的。於是他就再將那

個教義重新組織，組織就要出家人，喇嘛即是出家人那樣解，一定要守戒律，一定不

得娶老婆的，這樣，有很多人真正修行的人，就肯跟他修行，所以他十年八年之間，

所有各地方的講座，全部被他的徒弟控制了，漸漸地搞到連那個國王，達賴原來是國

王來的，都歸依了他，這樣就政教，政治與教育，與宗教合一了，直至到現在，這個

祖師就叫做宗喀巴(1357～1419)，宗喀巴。

宗喀巴，他教人修行有兩套書最有名的，一套就是什麼？《菩提道次第》，修行

想成佛的，修菩提的，有次第的，你記住，西藏人不講「頓超」的！你講「頓超」西

藏人他罵你的！什麼都講次第的，次第即是現在的漸進，只有中國禪宗就講「頓

超」，印度與西藏都不講。《菩提道次第》想修顯教就要依著它來修，如果你修密宗

又怎樣？他有一套叫做《密宗道次第》(《密宗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就是

教你修密宗的，還有就是，你想修密宗的人要先修好顯教，修好顯教，對顯教的經論

都要懂了，然後才准你轉修密宗，不是說現在那樣，阿甲、張三又走去學一會密宗，

他又阿闍黎了，又上師了，走去掛個招牌我就自稱為「活佛」了，古靈精怪那麼多東

西，沒有的！不到你這樣！黃教沒有的，很有規矩的。

我們修止觀就當然是顯密共修的，顯教都要修的，顯教在那套《菩提道次第》裏

面，就教人修，如果你想成佛要修「六波羅蜜」，而在「六波羅蜜」，之中，最後的

兩個「波羅蜜」最緊要，因為前面的四個「波羅蜜」都是手段而已，後面的兩個「波

羅蜜」才是目的。而後面兩個之中，修定是前面的那個定，即是修止，都是手段而

已，那個歸根究底修觀的慧，「毘缽舍那」慧才是究竟的。《菩提道次第》裏面最精

彩的 chapter那一章，就是教你修止觀的，現在的那些西藏的，西藏全部黃教喇嘛修

止觀就是依據它來修的。你看看它，我將很多的，這裡頁數很多，我只是節錄了一部

分，那些都很多的，那些不等使的，可以不需要的我就不錄了。你看見有很多……，

幾點點住那些，中間就是略去了很多的，你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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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個第一的，第一講什麼？第一講修六個波羅蜜的，現在我們只是止觀而

已，持戒、忍辱那些，現在不關我們要講的那些，我只是節錄它講修止觀的。「第

二、別學後二波羅蜜多，」特別教你修學那兩個「波羅蜜」，一個是什麼？禪定波羅

蜜，一個是般若波羅密，教你後面那兩個波羅蜜，禪定波羅蜜即是止，般若波羅蜜即

是觀，「謂：修奢摩他、毘缽舍那。」即是「奢摩他」與「毘缽舍那」，「如其次

第，」即是依著這個次第，即是什麼？即是依據「奢摩他」與「毘缽舍那」這兩個次

第，「即是靜慮及慧波羅蜜多」了。「奢摩他」即是靜慮波羅蜜多，即是禪波羅蜜，

靜慮即是禪，「毘缽舍那」即是慧波羅蜜，即般若波羅蜜，他教你修止觀，「此中分

六：」分做六點，「(第)一、修習止觀之勝利；」他亦整日用「勝利」兩個字的，有

什麼好處？利益、殊勝的利益？

然後第二、顯示此二攝一切定；顯示即是指出，指出、指出二，此二即是這兩種

東西，即是止與觀，指出這個止與觀兩種，攝一切定，總括、總括就是任你修什麼

定，不出我這個止觀的範圍，三、止觀(的)自性；「自性」即是本質，止與觀的本質

是什麼？「四、理須雙修；」在義理上一定雙修止觀的，只修止你不成功的，沒有用

的；只修觀你也不行的，一定要雙修的，「理須雙修；」現在很多人就修止不修觀

的，道教徒那些很多都是修止不修觀的，只是氣運行就算了，他不修觀的，有很多就

一味開首就修觀，參禪那些，一味就想話頭、那樣參話頭，一味修觀，他不修止，一

味只是修觀不修止你就很疲倦的，對你的身體無益，你修止，大氣運行一起輕安的時

候，就入了初禪，大氣磅薄那樣，一點疲倦都沒有的，出了定之後也很精神的，還可

以長命。你只是修觀不修止就一定好像一隻鶴一樣，會內傷的！所以很多那些在金山

寺裏面修的出家人，很多內傷嘔血的，坐禪坐到嘔血的！止觀雙修無害的，尤其是先

學修止，後學修觀。

「五、次第 定；」說明一定先修止成功再修觀，然後再止觀雙運，決定如此，决

不到你說先修觀，現在的人，先觀啦！先修觀後修止。宗喀巴不輪到你講！那個次第

決定了。然後，第六講、「各別(修)學法。」如何修止，如何修觀，我就用了修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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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將來不會節錄他的修觀部分，因為修觀他是講修空觀的，與我這個無關係的。

他講到修空觀，講到翻雲覆霧那樣，而且譯得不好，法尊法師譯得不好。現在我就要

這六段了。

現在第一段，「一、修習止觀之勝利；」這是第一段，下面：「今初」，即是現

在講第一段，「今初」即是什麼？now the first，「大小二乘、世出世間一切功德，

皆止、觀之果。」不論大乘與小乘，不論是世間與出世間的功德，一切的功德都是修

止觀的果來的。這句是《解深密經》講的，佛講的，引經了：「如《解深密經》

云：」下文你快要讀到這一段了，「慈氏，若諸聲聞、若諸菩薩、若諸如來，所有世

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根)，一切善法，應知皆是此奢摩他、毘缽舍那所得之果。」慈氏

啊！彌勒啊！「若諸菩薩」，或者那些聲聞，即小乘的人，「若諸菩薩」，或者那些

菩薩，大乘的人，「若諸如來，」甚至到那些佛，如來，他這種人，所有所有的那些

善法，好的東西，不論它是世間的善法與出世間的善法，「應知」，我們應該知道，

「皆是此奢摩他、毘缽舍那所得之果。」都是。這樣然則修定都是世間法嗎？定，禪

定有兩種，一種是世間禪定，一種是出世間的禪定，世間禪定是什麼？四禪、四無色

都是世間禪，你不要以為我修到初禪就很了不起，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再上就

「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那八處

定，都是世間定，那麼出世定是怎樣？出世就是在世間定裏面，修這個出世的觀，出

世的智慧觀，就引發你的無漏智，那些就是出世定了。如果你單是我一味修，我現在

入了第四禪了！我還不怎樣？你不就是修世間定？現在很多道教的道長都可以修到

二、三禪的，那些道長很多入定入到二、三禪，很多都入到的，倒轉(反而)佛教徒就

入不到！真奇怪！那些道長很多入到二、三禪的，反而那些佛教徒連初禪都沒有，都

入不到，不知何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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