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那些道長入定入到第二、三禪，很多都能入到的。倒轉佛教徒入不到，真是

奇怪。那些道長很多能入到二、三禪。反而那些佛教徒連初禪都沒有。不知何解？那

些人可能是兩個原因，第一就是不得其法，是嗎？他不知道怎樣修，所以無成就。那

些道教徒倒轉識怎樣運氣，你們佛教徒沒有。

第二，那些人好高騖遠，以為一下就明心見性了！誰知他所謂「明心見性」只是

意識的幻想，都不是真的明心見性，結果到死的時候毫無所得。我見那些人真的很可

憐，反而不如那些道長，〔雖然〕出世定他修不到，世間定他都修到了，很多都修得

很好的！這種人的一切善法都是修止觀的果。他引、根據《解深密經》他就下判語

了：「故大、小乘一切(的)功德，」什麼叫做「功德」？「功」者、功效，「德」

者、有所得，「功」者、即不是亂搞的，確是有功效的；「德」者、確實是有所得

的，對你有所補益的，不是亂龍的那些，那些有為法，那些良善的有為法叫做「功

德」。良善的有為法，是不是無為法？不是無為法，「功德」是指有為法。

大小乘一切功德，「皆以觀慧思擇而修」，都是要靠什麼？修止觀的時候那種觀

察的「慧」，觀察道理的「慧」，智慧，慧就是 wisdom，用這種「慧」去思惟抉擇

而修的，所想的，這個「緣」者，即是想，你去 meditate它，想它。當你想的時

候，你的心要專一的，「心一境性」你的心專一去想那時的那種狀態，「心一境性」

即是 concentration，「心一境性」。由這兩種，即是觀慧就是觀；心一境性就是

止。由於兩種東西去成辦，去做成功，去造出來。

「非唯止修或唯觀修一分而成。」這些功德之所以得到，並非只是修止，「唯止

修」，只是「止修」，「或唯觀修」，或者只是修觀，「一分」，即是修一部分去修

成的。有什麼根據呢？你宗喀巴講〔這些〕？又抬出《解深密經》來了，「如《解深

密經》云：」這句你讀過的：「眾生為相縛，及為粗重縛，要勤修止、觀，爾乃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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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是嗎？你讀過的，不用解了。以上這一段就是第一了，說明修習止觀的勝利。

你想成佛，想得證果，你就修止觀，就是一句話。不修行不行？不修就不行！你

就不要這樣駁：我學密宗，我修密法，不修止觀也不行嗎？修密法，密法不也是止觀

的一種？一切的這種東西都是修止觀，總括一切定。你說：修禪參話頭，參話頭不一

樣是修觀？你一味參話頭一樣是修觀，還犯了修止觀的例，所以十人九錯路，一百個

人修都找不到一個修得出什麼來的，很多人連到輕安都得不到的，輕安得不到，他又

不識經教的人，有些人會著魔的，有些人是什麼？葉文意教那些弟子坐禪，有個坐

到，現在去了美國的叫做王秀容，是嗎？坐到怎樣？坐在那裏，那個兩個膝頭砰、

砰、砰那樣在禪堂裏面 框氹氹 (繞圈)地轉，啊！她以為很爽了！以為有什麼境界呀！

聽眾：慘了！

羅公：好在葉文意都還懂得一些，說這不是什麼境界，這些是，這不過是你生理上起

變化而已。

他們有一個人問我：羅先生，你說她怎樣？她這些是什麼境界？我說這些人的境

界？是她要找醫生的境界，最好她就找一個心理醫生，替你搞定它，如果你一味以為

這些是好東西，你就快發神經病了！所以她生我氣了！不聽我講了，後來到現在我一

路都沒有見到她了。我那麼多學生，我哪裏會在乎你？是嗎？結果她去了美國，此人

叫做王秀容。

如果你懂的經教，怎會走火入魔？魔來時，你知道它是魔嘛！是嗎？魔來你就念

佛，念佛怎會有魔？有些好像那個《西方要決》這樣說，魔會變成佛，你臨死的時候

它來，那個魔來接你怎麼辦？不會的！它還有很多地上大士，他知道魔來搞你他會加

持你的嘛！是嗎？他發好多願，說要怎樣怎樣救眾生的，他會加持你的，怎會讓魔來

搞你？而且你懂得經教，你知道縱使有魔你都不怕的。我教你修觀一定無事，包你無

魔，你想觀音菩薩或者想個什麼坐在你的頂上，放光照著，一定不能來的，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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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已經外面那些魔就先沒有了。那些心魔？心魔你更加要讀經教，讀經教洗淨你的

心，你的心魔並不是別人可以替你洗的，你要自己洗的。這是第一個，讀了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顯示此二攝一切定。」即是指出止與觀這兩種東西，是總括了一切修禪定的。

他講：「譬如一樹，雖有無邊枝葉花果，然總攝彼一切扼要厥為根本。」譬如有一棵

樹，它可能那有很多花果，一棵樹最緊要的是什麼？樹根那裡、樹幹那裡，根本那

裡，樹幹的根本那裡。「如是經說大、小乘無邊三摩地，然總攝一切之宗要厥為止、

觀。」這樣，「如是」經裏面所講的不論大乘經、小乘經裏面講的，無量無邊那麼多

三摩地，即是定，這麼多方法，無量無邊那麼多方法教你修定，或者入了，那些菩

薩，羅漢入了無量無邊那麼多定，不要理它，「總攝一切之宗要」，你什麼定都好，

萬變不離其宗，不外是止與觀，你的心集中不動，什麼好的東西都是止，當你的心運

用，甚至運用神通都是觀，神通又怎樣？

用你的意志而已，你的意志，譬如那隻杯，看著，你入定，入定，你入了禪定才

行的，你不能入禪定，記住，凡是神通要入了定之後才能起的，真正的神通要在「地

上」，初禪都不容易起的，要三、四禪以上才能起神通，在神通裏面修觀，觀什麼？

他這樣觀，我為了攝化那些眾生的緣故，我想表示一下神通，我不是用來蠱惑別人，

這樣，我現在就要入觀，我要顯神通，我要這隻杯升上去兩尺，觀，那隻杯輕、輕，

升，升、升，一路集中精神去起，古代印度很多那些瑜伽師傅都會令到這些東西郁

的。這樣即是現在大陸說的那些人體的特殊功能，人體特殊功能就是什麼？

聽眾：氣功。

羅公：當你意志力集中的時候，那個思心所運用你的「思」的心所的力，那個意志

力，我要這樣！我要這樣！大陸的那些人開鎖，那些人說：那把鎖我要它開！

要它開！那把鎖搞到會退的。意思不想別的，有絕對的信心，我一定得的！得

的！我現在入觀，我要它開！我要它開！何解大陸的人不用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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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先天有了這種功能，先天性的特殊功能，即是前生可能是修定，遺傳到今

世都還有這種力量，這樣，很容易失了去的，一場大病就或者會失去了，有些有這種

力的未結婚就有，結了婚就失去了。這樣的，很多是這樣的，這些靠不住的，如果那

些生得來的，靠不住的，修得的就靠得住了，譬如我本來不行的，現在我修到得，除

非你死了，一路到你死都可以的，有時還會遺傳到第二世，要修得的。

特殊功能是可以修的，特殊功能就是我們的意。在佛家來看，什麼叫做特殊功

能？就是意志力，意志有個信念，有個意志力集中在那裏，那個 concentration我集

中在這裡，要它這樣！要它這樣！看你練，可以將身體練到離開地都得可以的。那麼

何解有些人念咒也行？借咒力，借那些咒，或者那些鬼神的力，或者那些佛菩薩的

力，那些護法神的力，借他的力幫忙你，一路念咒就會有效。這樣，要靠咒就不得已

才用，修止觀才是最根本。

這樣你們看這裡。《解深密經》說：「如我所說，無量(那些)聲聞菩薩(與)如

來，」那些人所有「有無量種」那麼多的，「勝三摩地，」那些殊勝的定，「當知一

切皆此所攝。」我們應該知道，一切一切都被我們包括了，「攝」者，全部包括的。

「故欲求定者，」下面是他自己的斷語了：「故欲求定者，不能尋求無邊差別，」所

以一個人你想修定，你不能夠，這麼多定，只是密宗的法都有幾百種，你怎樣？逐種

去做嗎？一個月修一種，結果就種種都不成功，是嗎？無邊那麼多差別，只是坐禪，

禪宗參話頭都有些是參「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麼」？有些是參「念佛是誰」？有些

是參「默照」，這樣無邊那麼多法門，你是否一個月修一次？這樣不行的！

下面來了：這樣，不能尋求無邊那麼多不同的東西的，差別即是不同的性質，

「應求一切等持總聚(的)止、觀二品，」我們應該求什麼？「一切等持」，「等持」

即是定，「等持」即是三摩地，「三摩地」這個字譯做「等持」，「等」即是連續，

「持」即是控制，好像我剛才講的，連續每一剎那控制你的心，叫做「等持」，那種

定，「一切等持(的)總聚」，一切等持的總括的中心點，不外兩分，止、觀兩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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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修止觀就可以了。「一切時中恆應修學。」所以你學佛的人，一切時間裏面都

應該要修止觀。修止觀不是一定坐著修的，你去茶居飲茶都可以修的，譬如你修空觀

的也一樣，我現在正在吃羅漢齋炒麵，這個都是空的，這個都是什麼，一樣的，那些

叫做方便的止觀。

聽眾：1989年 5月 20日。

羅公：你這些是初入定的時候，「等住」就是連續，連續之後你的心會亂，亂的時候

就會「安住」，如果你做到我不用安住了，你就了不起了！是嗎？不亂了，不

亂就不用安住了，經過多次的安住你又怎樣？

近住了，不要太離譜了，怎樣「近住」？別人就一個鐘頭就幾百次心亂，你就不

大會亂，亂也只是兩三次而已，亂了一陣即刻就收回來了，一亂即刻就知，一亂即刻

就知，別人就不是的，那個心好像遊埠那樣，遊幾個字(十幾分鐘)才知，才發覺自己

亂的，你不是，心一亂很快就拉回來了，近了，不會太離譜，「近住」，近住，近了

很久都不起、不亂了，這樣，覺得我們這個心到底是怎樣？我們就檢討一下了，就

「調順」了，經過多次安住，那個心都不錯了，我們要將那個心調整一下，調順、不

是調整，調順即是調整它，令心很柔順，總之一路很安和，很進步那樣了，是嗎？這

樣，間中都有煩惱起的，是嗎？

半點鐘都不起，第七個字(第三十五分鐘)你就起了！你都不是聖人，聖人就會幾

個鐘頭坐在那裡都不起煩惱，不起煩惱，你會起的，起煩惱你怎樣？很容易起煩惱

的，如果現在那盤生意不知怎樣？這樣就起煩惱了，散亂了。忽然間又想：唉！媽媽

很老了，現在不知她有沒有病，又是起煩惱了，是嗎？忽然間，咦！股票跌呀！又是

煩惱，這樣你就間中都會起一下〔煩惱〕的，你起的時候，這個「寂靜」是動詞，壓

住它！馬上將它來再冷靜，寂靜，煩惱一起，你不要由得它起！總之你一起就即刻壓

你，你要它不起很難的，近住就〔若〕煩惱起了很久，很快就拉回來，現在一起就壓

住，「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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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行的時候，你修止的時候，那個階段就是這九級。「最極寂靜」又怎樣呢？煩

惱之起是就快要起的，當你將起未起的時候，都不用煩惱出現就知道，咦！可能煩惱

起了！你要慧心所壓住，煩惱起不得，最寂靜了，預知煩惱，郁動了，來了！就知道

了。煩惱不多起了，間中起一下，儘管好似影子那樣起一下，但是我仍然心都是集中

的，宗喀巴怎樣解釋呢？

下文說：好像那些小朋友念書，一路念書一路可以想看打球，但是他的口一路

念，老師不知道他的心在想看打球的，因為他一路念書給你聽，即是雖然心有一些

亂，但是它仍然是正統，總之那條線，那個定一路路連續，間中起一下，起的時候也

不會被它斬斷的，專注一趣，「等持」就是這樣用的。入了定了，「等持」了，「三

摩地」了，入「三摩地」了，一點煩惱都不起的！你想阿彌陀佛三昧就只是見到阿彌

陀佛在前面放光而已。什麼都不想，那時可以不用想的，「等持三昧」了。

講到這裏，你看那些小說，得了什麼三昧，什麼三昧？它說他入了「火光三

昧」，什麼叫做「火光三昧」？他入定觀前面有很多火，漸漸地越整越大，越整越

大，整個世界除了火之外什麼都沒有了！自己就在火裏面。只是見到火，什麼都不

見，就叫做「火光三昧」了，是嗎？慈悲的三昧，整天什麼都沒有，只是一個慈心，

那個慈心擴大到無量那麼大的，這個是大慈三昧囉！慈無量心。是嗎？是這樣。

從前西藏有個喇嘛，達賴喇嘛，不知是班禪還是達賴，我不記得了，是有一個，

我不記得哪一個了，他想起一間寺門，但沒有錢，他是有神通的，他叫他的徒弟：你

去某個山，山崖那裏，坐在那裏，坐在那裡，你入什麼定？入馬頭金剛定，有個觀音

又叫做馬頭觀音，又叫做馬頭金剛，又叫做馬頭明王，他叫那個徒弟：你去那個山崖

那裏，入那個馬頭金剛定，你們有哪個會畫畫的？會畫畫的，畫得好畫，我給一個馬

頭金剛你，不是給你臨摹，我告訴你聽，頭是怎樣，有幾多個頭，有幾多隻手我告訴

你，你就回去畫，畫個馬頭金剛，你念觀音菩薩、念《大悲咒》一定要拜馬頭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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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叫馬頭明王。這樣，他說：你去那裏，你一味念觀音的咒，入馬頭，由觀音的

咒就介紹你出去，由觀音入，轉過去馬頭金剛處，馬頭金剛幾個頭、三個頭的，上面

放光，光裏面有一個馬頭在那裡的。

不是說那個頭變了馬頭，馬頭金剛，整個很惡的，一個什麼？周身出火的，很惡

的樣子的那個馬頭明王。那些念《大悲咒》的，你求它什麼，搞不定，譬如那些鬼

屋，念《大悲咒》都不行的，你就出那套了，請馬頭明王出來了，請馬頭明王加被、

加持你，什麼鬼都走了，最怕的，觀音就慈悲的，慈悲制伏不了你就找金剛了，每一

個佛菩薩都有一個金剛跟隨的，跟隨觀音的那個就是馬頭金剛，是金剛自己的，這是

金剛自己的慈悲，另外把那個兇惡到極的樣子。這樣他就叫他：你在那裡入馬頭金剛

定吧！那個徒弟，那個徒弟烏 sir sir(不明所以)的，就去那裡，入念修這個馬頭明王

法，念馬頭明王，有個馬頭明王咒的，你叫那些喇嘛：他肯傳給你，麻煩你傳馬頭金

剛咒給我吧！其實不用，你念《大悲咒》，請馬頭金剛就已經可以了。

他的徒弟在那裡就入馬頭明王定，怎樣叫做入馬頭明王定？即是入了馬頭明王的

三摩地，怎樣？心想住馬頭明王，前面什麼都沒有，只是馬頭明王、馬頭明王在這

裡，一路想著那個馬頭明王，由內住，住在馬頭明王處，一路到了等持都是只有馬頭

明王，沒有其它東西的，這樣就叫做入了馬頭明王的三昧了，入了馬頭明王定了，這

樣，那個馬頭明王在你的前面的。還有，不用在你前面也行，觀音馬頭明王坐在你的

頭頂，坐在你的頭頂，整個宇宙都是馬頭明王的光，放一片光明，自己在這裡，頂上

的馬頭明王加持著我，又是馬頭明王三昧。

你再夠膽一些的，你自己變，自己變又怎樣？看看馬頭明王有個種子字的，自己

心裏面，譬如那個馬頭明王有個種子字，有一個阿字，你就觀想，自己的心裏面有個

阿字，是嗎？那個阿字，由那個阿字放光，變為馬頭明王，不是！你自己心裡有一個

月輪，這個月輪裡面有個阿字，那個馬頭明王的種子字，由那個種子字放光，照十方

世界，然後將這個光收回，收回之後，那個光明走遍了自己一身，觀想我這個身不見

7



了，整個變成了馬頭明王，沒有了我自己，沒有了老羅，只有那個馬頭明王坐在那

裡。如果你的精神集中，做等持做的多，有些人有那些特殊的眼的時候，他見到你坐

在那裡，一眼霎眼見到你，整個馬頭明王在那裡的！看不到你的！只看到馬頭明王，

你如果修馬頭明王法那樣，那些人見到你，霎眼一望到你，見到馬頭明王坐在那裡。

那個徒弟就入馬頭明王定，入馬頭明王定之後，在定中就見到一個鬼神就來了，

就拿住一個馬鞍，那個馬鞍上面用寶石鑲滿了，獻給馬頭明王，因為他觀想自己是馬

頭明王，那個土地什麼之類，那個土神就拿住那個有寶貝的馬鞍，拿出來獻給他，磕

頭獻給他，那個土地神不知道他是普通和尚來的，以為這個真是馬頭明王到此了，你

用得著了！這個鞍那麼靚，獻那個馬鞍給他。他後來出定，出定時真是見到有一個馬

鞍在這裏，鑲滿寶石的馬鞍在這裡，就將馬鞍賣了，寶石很多，夠蓋起一間寺。有一

個這樣的故事。宗喀巴的傳裡面講的這件事。他做到等持就有這些功夫，因為有神

通。

你如果真是普通做到等持的時候，輕安一定慢慢就起，普通，普通輕安是什麼？

這些起的，安住、近住就起了，「多安住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就起了，不用等

到等持就身輕安了，如果你將這個輕安起了之後，你運用你的，這樣就定心所了，你

說：我想有神通又怎樣？譬如你說這樣，我想一掌隔五呎內就打到人的，你要這樣，

你就要練了，在定中想，我現在要這個掌，集中精神，集中精神，我要有一種力量，

有一種力量，我本身有種力量，那個力量就是無比大的力量來的，藏在丹田下面，那

個 bottom，藏在那個會陰那裡，現在我借這個呼吸的力運它出來，運它出來，我的

意志力與我的身體一致，這樣然後將它來練習，初初練習打的時候，你可以找一支蠟

燭在那裡，隔五尺、六尺，漸漸地那些空氣一吹就郁了，漸漸地你就會，你信它，你

最緊要信它，那個善心所信，這樣就可以了！漸漸地你就會怎樣？

你要它熄滅的時候，你就一打出來，那支蠟燭立即就被你打熄。那時你打人，別

人被你打去背脊處，好像穿心箭那樣的，就是什麼？你得到定之後，就用那個思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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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觀，我要這樣！入觀，「毘缽舍那」，我觀，觀我的力量怎樣。其實他是假借，丹

田哪裡有這樣的東西在那裡？是觀想、假設那樣觀想，當他觀想的時候，身體有一種

輕安跟著它起，你就覺得它有一種氣體起，有一種 strength，不是 gas，gas是放屁

那些就是 gas，這些 strength是 power，有一種 power，或者有一種 energy，觀

想，這樣你可以醫治人，你都不要學打人，醫人，學人醫治人，我要有一種力量，有

這種力量，隔一尺遠，這樣的時候，我功力夠就覺得好像電力那樣，有一種力掃下去

那樣，試一下，你們最緊要就是定，定。如果不用定你就要用咒了，「咒」者是借那

些神，鬼神，神佛的力，他去加持你，你去做，所以不外都是這一套東西，無他，你

如果修這套東西都覺得很平常。

「多安住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如是正行」，什麼是「正行」？就是七

句，「多安住故，」經過多次安住，就生「起身輕安及心輕安，」如果當你身輕安、

心輕安都起的時候，你就修行「奢摩他」成功了。「是名奢摩他。」即是未得身心輕

安之前就不能叫「起身輕安及心輕安，」那些人整天坐，坐到呆呆戇戇，他又說：我

入定了。入鬼入馬！得到輕安才是入定，是嗎？是名，有證有據的：「起身輕安及心

輕安，是名奢摩他。」「如是菩薩」這些菩薩能夠做到這樣的，「菩薩」者，即是發

菩提心的人，就「能求奢摩他」了。能夠做到這樣，這種人就可以真正求得「奢摩

他」了。這樣「奢摩他」、定都有深淺的，就是這樣了，我剛才所講的最淺的「奢摩

他」了，你逐步深就怎樣？「奢摩他」就階段入門九個住心，入了門之後，得到等持

了，在裏面就分作什麼？

四禪，四禪八定，四禪：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禪之外有四個無色定：空

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這八級都是叫做「奢摩

他」，這個是最起碼的，現在我講的這個入到初禪的「奢摩他」，所以它能求，到這

裡一路一路，一級一級上，這樣你試一試，只是這麼多，你不要聽人說，又要怎樣，

又要怎樣，什麼都不用！只是這樣而已！錢不用花一個，也不用特別去拜師父，這樣

就行了，你肯修就得了，最緊要你要有時間，今天就和你番溫這一段。這樣今天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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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裏。哪個講？

聽眾：1989年 5月 27日。

聽眾：我想問一下怎樣解？

羅公：我告訴你，你讀過宗喀巴的這一個，你不要看其它的教你坐禪的書，看都是多

餘的。亦不用，又切不可需要找人教你靜坐。何解：那個教你的人可能連這些

都未看過的，是嗎？尤其是教你練氣功的，你切不可去。記住這句話。

聽眾：無粉筆嗎？

聽眾：有。

羅公：有一對，那對尾：「五嶽歸來不看山，」你都已經遊過泰山，東山已經遊過回

來，那些觀音山、白雲山那些小山仔你都費事去看的，是嗎？好像你《解深密

經》都了解，聽過了，你就省回一些時間，不用買部機來聽「空中結緣」了，

她這個人雖然是我的學生，我不應該這樣來潑冷水去她那裡，但是一般人讀就

很好，但是你已經《解深密經》都聽過，你就是「五嶽歸來不看山」，這些普

通小山，你不需要看了，是嗎？即是說世界有名的瑞士公園什麼的你都遊覽過

了，你還回來又走去咸美頓那個公園，還要坐車去看看，是否多此一舉？是

嗎？

聽眾：上一個句？

羅公：什麼？

聽眾：上一個句？

羅公：哦！「半生著述堪明世」。閱了很多書，「堪明世」，「堪」即是值得，能

夠，「明世」即是影響世界的，「半生著述堪明世，五嶽歸來不看山」。

聽眾：很多人未有遊過五嶽的，很少人遊過五嶽。

羅公：是呀！

聽眾：大多數沒有人遊過五嶽。

羅公：泰山就很多人去過的，就是解放後有很多人上泰山，其它的山，其它的嶽就很

少人去過，康有為，康有為就去拜過玄奘的塔，去陝西拜玄奘法師的塔，去拜

骨塔，藏骨塔那間叫做大興寺，借別人的藏經來看，走的時候就把《藏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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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走了，偷了人家的《藏經》走。後來那些和尚就發現了他沒有還那些《藏

經》在那裡，追了幾十里路追他取回那些經，他只好還給人家，那些人說：為

什麼你拿它？有用才拿，他們無用擺在這裏被蟲蛀嘛！我取來有用的！其實你

說有用無用很難講，你說有用，你識得看，他們拿來賣了它，將那些錢來買東

西吃，它也有用的！是嗎？

這裡教修止，觀我不要它，修觀你應該依《解深密經》，修止、他修止就依《解

深密經》，修觀就依《中論》，宗喀巴，這樣，將來修觀你們就應該依《解深密

經》，修止呢？他都是依《解深密經》，但是他很詳細，宗喀巴講得詳細，他處處引

《解深密經》，現在應該是什麼？「止、觀自性」，是嗎？「自性」即是本質，是

嗎？「初、奢摩他自性。」「奢摩他自性。」他講它什麼？就是定，是嗎？

「即於如是善思惟法」這個就是三藏十二部經，譬如你修空觀，你取《心經》，

說什麼？「照見五蘊皆空」，這個是「法」，「五蘊皆空」你觀它這五個「法」，即

未修之前你了解這個思維法，到修的時候你就離開別人，關上門，對於你所了解的

「五蘊皆空」的這些道理，你在這裏想一想，未修，修之前想一想了。

「獨處空間，內正安住，」留意，凡佛經裡面的那個「內」字多數講，把心攝回

來，不要向外走，就叫做「內」了，「內正安住，作意思惟；」想來，起心來想了，

我點一點，一點一撇(；)，修止觀之前的準備，於是就正式修了，「復即於此能思惟

心，內心相續作意思惟，」這個例如，又，這是正式修了，「於此能思惟心」，會思

考的心，「內心(正)安住」，不要想別的東西，只是想自己的心，「相續」，連續不

要散亂，「作意思惟；」怎樣「內心相續」？我舉幾個例，例如你修空觀，依據《心

經》來修空觀，觀這個五蘊是空，五蘊為何是空？為何是空？這樣觀了，觀到結論，

就說五蘊都是空的，觀了這個結論，這樣就拿了這個結論就不再觀了，就想住五蘊都

是空的，想 這一句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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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結論，有了結論之後，你想的時候是這個心在想的，你這個能思維之心，能

夠思考的心，這個是第六意識的見分，想，想這個心，你自己想回這個心，這是後一

個剎那，再想回前一個剎那的心，明不明白？現在我這個剎那就想什麼？五蘊是空

的，第二個剎那再回憶，我剛才是想五蘊是空的，第三個剎那又繼續，都是想五蘊是

空的；第四個剎那都是想我剛才是想五蘊是空的。這樣連續，「內心相續」，連續不

想別的東西，明白嗎？即是連到「這些都是空」的都不想，只是看著自己的心，漸漸

地你覺得自己的心每一剎那在一生一滅地活動，不是沒有東西的，念念一生一滅，一

起一滅，一起一滅，你不用理，看著它就行了，這樣就叫做智了，「內心相續，作意

思惟。」明白了嗎？這就是一種了。

第二種，譬如你說，你今日一會你說觀修藥師佛灌頂，觀完之後你就修藥師佛，

你修藥師佛法的時候，你就想這個藥師的東西，想藥師的樣子，譬如藥師盤腳坐在那

裡，捧住一個缽的，很慈祥的樣子望著你，你想他的樣子，想他樣子的時候，想那個

相，啊！這個就是藥師佛了！你就不再想了，不再想，你就覺得有個藥師佛在這裡

了。當你修觀藥師佛的時候，你會想：現在又模糊了！你不要理，你這樣就搞亂你的

心了，總之它在這裏了！記住這樣就可以了。略得其意，他在這裡！望著我的！不過

我看不到的？看不到是一回事，總之他是望著我了！這就可以了。最重要就是這樣，

這樣就輕鬆。如果你念阿彌陀佛、觀音也是一樣，總之他就在前面，他照著我，現在

放光照著我了，我看不到就怎樣？我看不到而已！總之他就照著我。

聽眾：他看到。

羅公：這樣，心這樣想著，第一個剎那你這樣想，第二個剎那你再回憶第一個剎那，

我剛在想那個阿彌陀佛，在想那個藥師佛，藥師在那裡，第三個剎那又是想，

不想別的東西，這樣下來，這樣就是止。

觀佛都要這樣觀的，譬如你修觀淨土的，你依《十六觀經》去觀的，你一路觀

經，一路這樣觀，觀到最後，那個阿彌陀佛坐在那裏說法，放光照著我，總之我死我

就去了，想到這裡就不再想了，不在想就只是見到阿彌陀佛在前面，遠又好，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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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總之就放光照著自己。這樣就停了，停在那裡，以前那一節就是觀來的，這一節

就是止了。停了，一停在那裡的時候，總之阿彌陀佛就坐在那裡，總之他在那裡，不

要理那麼多，你就是很武斷那樣，總之他就坐在那裏了！這樣，第一念就說阿彌陀佛

坐在這裡；第二念心不散亂，就好像阿彌陀佛坐在這裡那樣；第三個剎那又好像見他

仍然坐在那裏，是嗎？

這樣修得多心就不亂，這樣就叫做「一心不亂」了，你如果真是想去要這樣才行

的。講明的，一心不亂就一心不亂了，你能夠這樣修，習慣了之後，你臨死的時候，

你的心就好像一張白紙那樣，什麼都不見，只是見到阿彌陀佛在那裡的樣子，這樣，

「其人臨命終時，(就會見到)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一心不亂要平時做的，

是嗎？做得多，到死的時候你自然就會，如果你不行又怎樣？你說我如果瀨屎(失禁)

又如何是好？不用理，你這個世界是污濁的，屎？阿彌陀佛不會怕你的屎污濁的。是

嗎？你說：我肚子痛的！我會不會亂？找個人，找幾個人替你助念，助念你的心不用

想別的東西，你就跟著他念，仍然是一心不亂。所以助念就好，有好處，這就是止

觀，這就是念佛止觀了。是嗎？

聽眾：即是、就是差不多整日要自我催眠？

羅公：是。禪宗就整天參一句話，念佛是誰？如何能參是誰？你在那裡想誰那時就是

觀，是嗎？想到想不通了，念佛是誰？念佛是誰？念佛是誰？那時就是止了。

不外都是止觀，你想得神通都是這樣得的，你想修什麼？修水輪觀，譬如這樣，

修水輪觀，無邊那樣多，無邊無際那麼多大水，什麼都沒有，全部被水淹沒了，全部

是水，自己就在水裏面，自己漸漸地最好自己都變成了水，水汪汪那樣就觀了，觀到

全部都是水了，那時就是止了，第一個剎那什麼都不見，只是見水，第二個剎那又什

麼都不見，又是見水；整天都是只有水，連續「內心相續作意思惟，」這樣，如果你

真是厲害的，定力夠的，你在裏面修，外面的人看一下你，見到你水汪汪的，會不見

到人的，只是見到水的，如果火燭，火燒，你不用去救火的，普通小小火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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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坐在堂上，關上門坐在堂上，觀水輪觀，觀水輪觀那些火會熄滅的，如果你做

火輪觀，你就可以令到怎樣？我要令隔離起火，你觀、觀、觀、觀到在那裡起火，那

處會火燒的。

日本人有個密宗師傅，試過修火輪觀，觀到天王殿閣起火，宗喀巴就入水輪觀，

那班人，《宗喀巴傳》裡面有這個故事，大概這件事是真的，那間寺起火，那些徒弟

四周圍，西藏起火很難救，很遠才能拿到一桶水來救火，宗喀巴就由得他們有他們去

拿水，他自己走去關上房門，坐在那裡入定，入水輪，入水輪三昧，這頭他一入水輪

三昧，另一頭不用救火，火就熄了，火自己自動熄滅，宗喀巴有這回這樣的事。這樣

你這些起碼都入到第四禪，在第四禪修這種觀就會影響別人了。影響別人，譬如你

病，我醫你！我觀，你修藥師法就可以了，修什麼？修藥師法，我要他好的，觀想，

觀想我自己頭頂是藥師佛。

「盡所有性」，因為她盧恩就不識中文的，「盡所有性」是什麼？英文你就識

了。Suchness(totality)of all dharma，即是什麼？「盡所有性」，寫給你？「性」

就 suchness，「盡其所有」就是 all dharma，dharma即是東西，「盡所有性」，

不錯的！西方人譯的不錯的！如果你們讀英文的，英文仔、英文女，你聽到「盡所有

性」你反而不明白，你說 suchness of all dharma他就明白了，是嗎？我們那些子女

就看得明白，你叫他看「盡所有性」他硬是莫名其妙，現在盧恩都明白「盡所有性」

了。「如所有性」叫做什麼？本質，事物的本質，suchness of all dharma，如其所

有之性，叫做「如所有性」了。在量那方面來看，是嗎？這個是執那方面來講。你都

明白？聽得明白嗎？

「如是正行」，「如是正行」如是這樣正正確確地行，「行」即是修行，「如是

正行」，修行的階段叫做什麼？九次第心，是嗎？九個「次第心」：內住、等(續)

住、近住、安住、調順、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平等持心，九個階段，到平等

持心就真正入了三摩地了，「是名奢摩他。」一到了身心輕安的階段，就「是名奢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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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了。普通你現在修到了第九個「平等持心」你都未起輕安的，普通初修，漸漸

地，就到「平等持心」差不多上下，你的輕安就起了，再漸漸地都不用等到平等持

心，一繞起腳一入定就內住了，這一分鐘內住，第二分鐘連續，跟著那個心不亂，整

日頭一念想回前一念那個心不亂，「等住」了，是嗎？

「等」即是連續住了。「等住」安住的心走了去「安」，你如果是老行尊何需要

「安」？是嗎？它自己就在這裏了！這樣就跳過了「安住」了，「近住」了，整日都

「近住」，那個心亂了沒多久就走回來，根本都不亂，何必有「近」呢？是嗎？這樣

「安住」又跳，「近住」又跳，「調順」，將心來調整一下，你的心都沒有亂，

「調」什麼？沒得「調」。「調順」又沒有，「寂靜」，煩惱起的時候就壓下它，

「寂靜」，煩惱都不起，根本就是又跳過了「寂靜」。在「最極寂靜」，煩惱將起未

起的時候，會的，會起了，你先將它壓下，「最極寂靜」，即是最低限度你跳了四

級。然後專注一趣，那個心不亂，好像細路哥念書那樣，一路念書一路可以聽，他想

著去打球的，但口裡就在念書的，那個心兩用的，一條線直落，總之有旁支。

你有很多人可以的，一路聊天一路做生意，很多都可以的，你見過那些中國人的

買手很了不起的，那些菜欄、魚欄的買手，一路聽喊幾多斤、幾多兩，幾多擔，一路

聽就一路拿著筆來上數，手就打算盤，三樣並用的，其實他是一貫的，專注一趣，這

樣你行不行？我見到我有個朋友，叫做任大任，他最大麻雀(將) ，但是他做報館的瘾

總編輯的，人家報館九點鐘要埋版，第二朝早，埋版第二朝早要趕出報紙的！他坐在

那裡打麻將！怎麼搞？他說：可以了！一路打，叫個孩子來替我寫住，一句句講出

來，你寫吧！一路講一路打，打得兩圈，整篇文章就全了，你讀給我聽！那個孩子就

讀給他聽。好了！可以了！拿去排字房。叫做任大任。這樣很了不起的！

還有梁啟超也是，正在打麻雀都可以一路寫文章的。梁啟超我未見過他這樣做，

但是任大任我就知道他是這樣的，即是就我知道不會講大話的就有兩個是這樣了。不

過你說那些就見得多了，菜欄那些一路上數一路打算盤那些。我的阿哥也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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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怎樣？左手算盤右手記數，口與你講話，我的阿哥，我的阿哥大我很多的，他做

得到。左手算盤右手筆，整日誇口，口與你聊天。

很多都可以，那些中國人，你見過這樣的人未？那些掌櫃，很多掌櫃都可以這樣

的！一路上數，一路與你傾計(聊天)，回答你的問題。這樣是什麼？專注一趣的時

候，聽到外面的東西，但是他的心仍然是想內正思惟，連到那樣都沒有的，外面的東

西都沒有的，聽不到的了就是什麼？連續持心了，等持了，入三摩地了。如果這樣即

是跳幾級的，你如果你，如果你幾十年都是修的，怎樣？三級而已，內住、等住、平

等持心，三下就是了，九級。「內正思惟」，明白了嗎？「如是正行」，這樣正行，

「多安住故」，初學你的心會走，多次安住那樣。這樣你就會起「身輕安」及「心輕

安」。

初時就要「等持」，三昧的時候才起，才能起輕安，到最後，不是，第二步，能

安住幾下，你就起輕安了，第三下，你一繞起腿，你一會就起輕安了。這樣，那個輕

安起的時候，身體的血脈走的，好似什麼？好似有些氣在身體裏面走那樣的，其實這

些不是氣來的，是嗎？「氣」叫做什麼？氣就兩個字譯音，即是 gas，不是 gas！放

屁就 gas，是嗎？所以不是 gas，噯氣那樣的就是 gas，不是，那些氣不是那些

gas，air？air又不是，air在外面的，是什麼？那是力來的，我們的、我們的思維力

帶著。

譬如你這個，你抓住一支鐵，你想要拗彎它，觀想，集中你的〔精神〕入定，如

果不入定就借咒力，借咒、念咒，如果不是，你就是習慣了，平時做得多，其實做得

多，用他的思維力，思維力很緊要，心什麼都不想，我只是讓它彎，只要它彎，將它

來拗彎，我要它拉開！不想別的東西，只想著它，習慣了就可以了。所以那些學離地

都可以的，離地。

那個張澄基(1920－1988)，現在死了那個張澄基，造那本叫做什麼？《佛法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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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佛學今詮》)那個張澄基，他打那些什麼？打那些喇嘛拳，白教那些喇嘛拳，

打拳，他運氣，運啊運，忽然間，一壓手掌，嘿！一聲，那兩只手壓落那些空氣處，

其實空氣，說是空氣，實在是思維力來的，空氣，你不見我，我不見你，這就是空

氣，它是借這些空氣做增上緣，一壓，那道力，這道力一下去，一道力彈上，整個人

離開這麼高，眼看到的，影相那隻手不夠快，不然影相都影得到的，不是騙人的，集

中精神在那裡，即是所謂催眠狀態的時候，入定境是一種催眠狀態來的。這樣你看他

解了，「義謂隨所定解十二分教中」，「定解」是什麼？有決定的、了解的經，「十

二分教中」，例如什麼，裡面在這裡拿些材料，例如五蘊，我剛才就舉了這個五蘊空

這些，是嗎？無蘊。

「等」觀十二處也可以；觀阿彌陀佛也得，觀藥師佛亦得，可以學禪宗那樣，觀

念佛是誰都可以，是嗎？如果那些邪教的就觀那個三山祖師或者什麼來到憑附著你的

身那些，也可以的，你想鬼神附身，你就觀想它憑你的身，最怕它走了出來，憑了你

的身它就不肯走了，舊時那些女人，我們家的妹仔(婢女)，會請那些仙姑來，會有問

有答的，那些又會唱歌的！，我有一個妹仔(婢女)請一個什麼五公主，請五公主來唱

歌的，唱出另外一把聲在唱歌的，還有一次請了那個屎坑三姑，她不走的！

「五蘊等」，「等」要等很多東西的，「等」密宗的觀想本尊，等於淨土宗的念

阿彌陀佛；等於禪宗的參話頭等，做他所緣的境，「由念正知，」由自己的念力，什

麼叫做「念」？「念」就是記憶，後一個剎那再回憶前一個剎那，「念正知，」「令

能緣(的)心」，令這個能夠攀緣、認識的心，「(對)於所緣境相續安住而不散亂，」

連續、連續地在那裡不散亂，這樣，「故心於境能任運住，」漸漸地心一純熟，你的

心對於那個 object的境自然能夠任運住，「任運」即是 naturally，自然而然地住在

這裏，即是 stay，stay，stay，住在這裏。

這樣，當你能夠任運住的時候沒多久，「若時」，如果某一個時候，就「生起身

心輕安」，「身輕安」，生理上的輕安，「心輕安」是你心上的愉快，「所有(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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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那時很歡喜的，「此三摩地」，那時你就入了「三摩地」了，平等持心，三昧

了，「即奢摩他。」那時就叫做「奢摩他」，到你身心輕安起的時候，你修「奢摩

他」成功了。如果你們各位修，我相信至少，如果你肯勤力修，半年之內一定有三份

一人會得身心輕安的，就看輕安大小而已，但記住，當你輕安起的時候，不要以為這

些就是「氣」，這樣將它來到如何，以為這些氣就撞板了。

霍韜晦的女朋友那個葉明媚以為是氣，搞到她神經病(精神病)。葉文意仍然是迷

信她有些氣的，她仍然運用氣，葉文意可以醫人的，你風濕骨痛，她在這裡摸、摸、

摸，你會好些的，過氣給你，你信她，她就過氣給你，過氣給你無他，我觀想我的手

有氣，我的氣，你先迷信，那些氣，整天吸氣，那些氣藏在我的丹田處，現在我借著

呼吸的力，吸、吸滿丹田氣之後，鼓那些丹田氣在手裡走出來，摸、摸、摸，摸去你

的患處，譬如你的肝有病，去摸你的肝，這樣你自然會覺得一道熱力在那裡，好像剪

髮的時候，那個人那一個吱吱地，好像那個按摩的器具在那裡。

你以為，你又要迷信才可以的！那些氣就過來我這裏了！你又要迷信我的那些氣

又走了去他那裏了！信、信的力量很緊要，不過你不要走這條路，記住，我現在就是

先拆穿了這種把戲給你知，令你們不要走這條路，你是正正式式依著什麼？依法來到

修，依著宗喀巴教你的，以著《解深密經》來修。好了，先放 break。

以為我都未見性，我怎會生輕安？有些人又以為，當他生起輕安，他就以為是見

性，有兩種人，一種人說：我不行的！我都未曾修道，未曾很了解道，哪有輕安？他

告訴你，不用的，輕安不用的。第二就有一種人就錯了，很多人！得了輕安就以為見

道，以為見性，其實是輕安。你怎樣？現在修禪宗的那些，每每覺得清清靈靈地入了

輕安境界，他就說大開大悟了！見道了，其實不是見道，輕安而已。所以那些盲目地

修禪定，「十人九錯路」的，一定要依住經教修。

「此由內攝其心，不散所緣即能生起，」「此」即是這種「奢摩他」，即是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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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安由於能夠「內攝其心」，向內控制住那個心，「不散」、不要散開，對於它所

緣，「所緣」即是所看的對象，譬如你觀佛或者觀什麼，觀著自己的心，這樣就會生

起了，就生起輕安。「不要通達諸法真實。」「諸法真實」即是真的，不用先證真如

的，這即是說，你肯修，個個都行，很快就可以了，每日兩次，早上能夠一路一路增

加的，每次最初由半點鐘或者四個字(二十分鐘)，一路增加一些，一路增加一些，漸

漸增加到一小時，這個時候，晚上有時間多就再坐幾個字(十來分鐘)，沒有那麼多時

間就晚上不坐，這樣最緊要就每日有一次，早上最好，這樣一個禮拜多之後你就已經

有少少反應了！

或者丹田那裡發熱，或者會陰發熱，這些熱那些人叫它做氣，那些密宗的喇嘛叫

它做「拙火」，又叫它做「靈熱」，梵文的名就叫做 Kundalini，英國人一樣叫它做

Kundalini，有人譯做「軍荼利」，通俗些，道教徒就叫它做什麼？「先天的元

氣」。其實就不是，其實那些是身輕安來的。這樣身輕安就起了。怎樣起？他一會會

詳細給講給你聽的，不用說要見道的，不識佛法的去坐都起輕安的。即是說，一句

話，修止就內道、外道都通的，是不同就是修觀而已。現在的氣功師傅很多人都得輕

安的，好了，輕安的本質是什麼？你看：二，不是！這個講「毘缽舍那自性」，上文

就講輕安的本質，輕安的本質就是這個定心所與念心所，是嗎？

「毘缽舍那」即是觀，修觀的本質是什麼？慧心所。慧心所與思心所，思與慧，

我那天不是講了那些心所給你們聽了？是嗎？思與慧。二、「毘缽舍那自性」。「毘

缽舍那」即是觀，記住了！「即前經云：」「前經」即是什麼？《解深密經》，《解

深密經》又這樣說，怎樣說？「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為所依故，捨離心相，即於如所善

思惟法內三摩地所行影像，觀察勝解，」「觀察勝解」，先到這裏，下面先不要理，

他說這樣，當你的輕安起了之後，你就怎樣？進一步，「彼由獲得」，「彼」即是那

個修定的人，由於他獲得什麼？獲得「身心輕安」了，用身心輕安做他的基本了，

「依止」者，他的所依了，他的依據了，即是得身心輕安了，它要怎樣？進一步修觀

了，修觀的時候「捨離心相，」什麼「心相」？「心相」者，他剛才整日想著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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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前一個剎那做什麼？前一個剎那做什麼？

譬如你念佛，前一個剎那就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整天念阿彌陀佛，觀住阿彌陀

佛的樣子，那個「心相」，用那個念的記憶，後一剎再記憶前一剎那，那個叫做「心

相」，即是整日觀著前一剎那的心，心的相狀，觀著它，「捨離心相，」不再觀那個

心了，即是停在那裡的那個心，捨離了它，那就怎樣？「即於如所善思惟法」，捨離

了心相，你的心拿去哪裡？

「如所善思惟法」，依照你未修止觀之前，準備讀的那些經，讀五蘊皆空，或者

阿彌陀佛，或者藥師佛等等，經裡面講的那種境界，那些「善思惟」的那些教法，

「教」者，那些經教裡面所講的東西，這些經教將這些你平時讀了的經，將這些經反

映進你的定裡面，「內三摩地所行影像，」那些法反映進你的內在的，內在即是

internal的，內部的，即是入定裡的，「三摩地所行(的)境界」，在定中的影像，在

定中裡面的一個 image，譬如你在讀經，讀到裏面的「五蘊皆空」，讀了之後，到

你修止觀的時候已經起了輕安了，你就將「五蘊皆空」的道理反映進來，在定裡成一

個什麼？好像做電影那樣，一幕一幕的那些影子走出來了，那些影像，這就是相分，

第六意識的相分。

觀了影像之後就怎樣？你就要怎樣？觀察，譬如你五蘊是怎樣空的？為何是空？

你有個理由的，譬如你觀，修淨土的，你觀，修淨土的就要怎樣？十六觀就觀了，最

初就有水觀，日輪觀，觀太陽，一路觀那樣觀了，觀察，觀察觀到純熟，勝解，觀察

到清清楚楚，勝解者即是有個 clear conception，有一個很清楚的影子在這裡，概念

在這裡。這樣就觀了，很清楚，好像做戲那樣，郁動的這一幕，向外觀的，剛才修止

的時候就內，鉤住那個心的，是嗎？那個心相，心的相狀。譬如現在捨離心相，不觀

自己的心，不觀前面的心，前一剎那的心，觀那種東西了，即是你修禪，修父母未生

我之前我是什麼？觀著這一句話。當你修止的時候就只是觀住這句話，父母未生我之

前我是什麼？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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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剎那就照前一個剎那想，原來我在想這一套東西，攀緣住前一剎那，鉤

住，如果你觀阿彌陀佛，前一剎那觀阿彌陀佛，這個剎那就知道我前一剎那觀阿彌陀

佛，我現在仍然是，我的心觀阿彌陀佛，一路路，整天見到阿彌陀佛在這裏了。不是

說真是很清楚見到他，總之在這裏，這樣，這樣就捨離了那個心的相狀，觀外面了，

觀什麼？觀阿彌陀佛怎樣放光，觀西方極樂世界如何七重行樹；怎樣七重羅網，怎樣

美麗，這樣觀。那時候就「毘缽舍那」了，觀了。就是什麼？有分別的，有思想的，

那些觀的時候就好像做電影那樣，一幕一幕的，這是影像了。內的，在內部的三摩地

裏面所現的影像，不是真的現實的東西來的，你自己想的而已！講明你是想的，觀

察，觀察之後勝解，有清楚的了解，觀察得多就有勝解了！這樣，是不是這樣就夠

了？這是很淺的觀而已，是嗎？

如果你是修淨土的，這樣就夠了，如果你是修義理的，修禪或者修唯識觀就不夠

了，要繼續，多了後面的那一節來。即於如，「即於如是勝三摩地所行影像所知義

中，能正思擇、最極思擇、周 尋思、周 伺察，若忍、若樂、若覺、若見、若觀，徧 徧

(然後)是名毘缽舍那。」加回兩個字，「毘缽舍那」，這裡識解嗎？當你有這樣的清

清楚楚的理解，如果你是修淨土就不要這一段都可以了，修密宗、與修淨土就不用，

只是一路修純熟那一段就可以了。所以它簡單，但是如果你修唯識觀或者修天台宗的

「一心三觀」，或者修華嚴宗的「法界觀」，你要再進一步了。

「即於如是勝三摩地所行(的)影像」，這些影像，譬如經裡面：「五蘊皆空」那

樣，怎樣「空」法？好像一套理論那樣的影像，那種殊勝的三摩地裏面所現出的影

子，這些影子就是「所知義中」了，「義」字即是境界那樣解，這些是你所知的，在

定中所知的境界裡面，你要怎樣？將這套理論，這套道理要怎樣？「思擇、最極思

擇」，這裡要解釋兩個字，「思擇」是什麼？想它那個「盡所有性」，想它那

個，suchness(totality)of all dharma，想「盡所有性」，五蘊、五蘊裡面，五蘊

者，第一是色蘊、色蘊、受蘊、行蘊、想蘊、識蘊，除了五蘊之外，這個五蘊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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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為法了！再沒有其它的東西了！我觀這個五蘊就完全觀察了有為法了！五蘊裏

面又有什麼？色蘊裏面又有什麼？

色蘊者即是物質現象，裡面包括內有五根，外就有五塵，還有一些叫做「法處

色」，有這麼多東西。受蘊就有苦受、樂受，有捨受。即是好像整套佛學的理論，關

於五蘊有成套理論在這裡，觀、觀它的「盡其所有」，觀察、盡所有，豈不是很難？

不難的，用你的什麼？你可以像普通的喇嘛那樣觀嘛！世界上一切東西不外兩種而

已！一種就有為法，即是現象界，一種就是有為法的本質，就叫做什麼？無為法，有

為法、無為法盡所有世界上的一切過去、未來、現在，東、南、西、北、上、下的一

切全部包括了！「盡其所有」了！統統齊了！即是「盡所有性」。你想再進一步，所

謂五蘊又如何？

五蘊者，色蘊、受蘊……一路這樣觀，能觀幾多得幾多，時時這樣觀。這樣無為

法又如何？無為法有很多種，一種就真實的叫做無為法，即是真如，它不由因緣和合

而成的，所以叫做「無為法」。將無為法特別開出來從各個不同的，從各個不同的角

度來看，就看出很多種，有什麼？又「擇滅無為」，又「非擇滅無為」，又「虛空無

為」，個個不同的角度來講，有這麼多。又無為法是真如，真如現起實在又如何現起

萬法呢？想這些，就這樣想，觀其「如所有性」，觀其「盡所有性」了。這樣，觀察

「盡所有性」就叫做「正思擇」，未曾很深刻的。明白嗎？

「正思擇」，正確的思維了，正確的思維只是「盡所有性」而已，不能見道的，

你想要見道要這樣？「最極思擇」，深刻的思維，就不思維五蘊那些了，思維什麼？

思維真如了，這個五蘊、這個五蘊，實質就是那個什麼？「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

增不減」的那個真如來的，觀想、思維那個真如，是不是這個世界一定要有真如的？

這個真如到底是怎樣的？我們觀它了，我們觀它《心經》告訴我們知是「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何解它又「不生」呢？因為它都是由眾緣和合而生，如果

它是要由眾緣和合而生，那就弊了！凡是由眾緣和合而生的東西一定會有滅的，豈不

是真如將來也會滅？真如會滅，那 天地萬物都沒有了？是嗎？所以真如，如果你說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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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會滅的，這個一定不是真如，如果他是真如，一定它是不生不滅的。所以真如

「不生不滅」，思維真如「不生不滅」。

何解又「不垢不淨」呢？有生有滅然後才有垢有淨嘛！是嗎？有形有相然後就才

有污糟有乾淨嘛！真如是無形無相的，是嗎？因為何解？它「不生不滅」，「不生不

滅」的東西哪有形相？所以，既無形相，所以真如無所謂「垢」，亦無所謂「淨」，

無形、真如無形無相，有形有相就有加一些減一些，譬如你說銀紙，有形有相就多幾

張少幾張，真如是無形無相的，哪裡數得到？沒有得數，怎會有增有減？所以「不增

不減」。所以真如實相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想到這裡，已經很

累了，到頂了的時候就不再想了，又止了。

真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就是這樣了！不再想。又再想回自己

的心，又止，止到心又想亂，不給它亂！你橫豎都要想，我要你再想那個真如！又再

觀，觀、觀，觀到疲倦，觀來觀去三覆被，不觀了！又止，觀又止，觀又止，觀又

止，練、練到純熟，那時你一坐下自然就止，止的時候不用去修觀的，自然它就覺得

有個「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的真如的，那時就是止觀雙運了。純熟到極。

好像以前有一篇東西，不知是歐陽修或者是柳宗元？柳宗元就寫文章，教別人做

事要有恆心。他說有一個人，有一個賣油的人，他賣油了，他賣油的時候，賣油時拿

住個油罌，拿住殼(勺)，一勺勺落油罌，口又很細，要插一個漏斗才能將油倒下去，

他不用的，他就拿著那個油罌，sir！就倒了，不經意的，它就會自然一條線地倒到

油罌裡，不會漏瀉的。那個柳宗元就覺得很奇怪了，這個賣油人他為何這樣了不起？

賣油人說：無它！手熟而已！沒什麼，我日日賣油，手熟到極，倒下去就是了，那就

怎樣？當你賣油的時候，初學修止觀，就要整個精神貫注，抓住那個油瓶，就是止

了！控制著自己的心，要很小心地倒下去，倒下去的時候就是觀，倒油下去就是觀，

抓住的力就是止了，止觀很少，止是止，觀是觀，當你整天抓住、注意住那個樽，忘

記，一下忘記了油就會瀉了，是嗎？當你倒瀉的時候，就好像「鄧小平」夾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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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你都不知道怎樣。

止是止，觀是觀就有些這樣的情況，你熟了的就即止即觀，拿起那個油罌時就倒

下去，都不用想，不用說：這個叫做油罌，我現在要倒了！不用的！總之這樣就可以

了，那時候是止同時又修觀的，你們熟就可以了！見道就一定是止觀雙運時見道，輕

安就純粹是止就行了。這樣，思維那個「盡所有性」，「盡所有性」，譬如天台宗就

觀什麼？觀「一心三觀」，在那裡數，逐種觀數，五時八教等等，整日在那裡好像念

書那樣在那裡數，那些叫做「盡所有性」，即是表面化的那些東西。

再進「最極思擇」就是觀什麼？觀察它的「如所有性」，觀它的本質了，那個、

那個什麼？dharma element，那個是什麼？真如了，本質，「不生不滅」的真如

了，「如所有性」，「最極思擇」，「周 尋思」，即是對於那兩種東西，對於「盡徧

所有性」與「如所有性」周遍地、無遺漏地去想，「周 伺察，」很微細地去想，這徧

樣的時候，想得多的時候，你就會體驗到，體驗到什麼？「若忍」、「忍」者印，印

也，那個印象很清楚的那樣，都不用思考的那樣，印象很清楚。「若樂」好像很快樂

那樣，很爽那樣的。「若覺」，又叫做「覺」，好像很伶俐地那樣的。「若見」，好

像清清楚楚地見到的。這個別名，這個「慧」，那個觀的別名又叫做「忍」，又叫做

「樂」，又叫做「覺」，又叫做「見」。

例如什麼？修觀它又說什麼？你這個叫做「無生忍」，無生觀，是不是就是真如

觀，你這個叫做「三昧樂」了，又一樣，又是觀來的，又說它是什麼覺，昭靈靈的又

是這樣。一會又說它什麼？這些是「正見」，定中的正見，都是別名，舉出別名來

的。何解要這麼多別名？因為它有這樣的情況，有「忍」，有「樂」，有「覺」，有

「見」等情況，「若觀」，這些這樣的，你這樣做就「是名毘缽舍那。」就叫做「毘

缽舍那」了。觀了。

「如是菩薩能善巧毘缽舍那。」這種能夠這樣修的這些菩薩一路修下去，他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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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缽舍那」修的很善巧的，他甚至到神通都可以起的，修止就到你輕安充滿一身就

是這樣了，就已經夠了，這個「善巧毘缽舍那」範圍不會很闊的，識不識解？你照修

就可以了，你不要有另外一條心，是你最高的老師，宗喀巴這些已經是聖人了，他都

是這樣修，沒有錯，而且他是根據《解深密經》。

下面就講幾句，西藏人不信禪宗的，叫那些禪宗叫做「支那堪布」，「堪布」

者，即是和尚那樣解，「支那堪布」，中國和尚，就是當時文成公主帶了一批禪宗和

尚做妝嫁，文成公主嫁給西藏王，有批禪宗和尚跟著去妝嫁的，後來因為與那些印度

和尚辯論輸了，就放逐他們回來中國，不用你們翻譯，說他們是間諜。即是好像現在

大陸的那些人趕那些天主教徒那樣，說他們做間諜，當時就是被趕走。這樣他講一段

故事，「傳說支那堪布見已謗云：」他說聽傳說，當時有些中國的那些禪宗和尚，見

到這本經所講的東西，他就毀謗這本經，現在那些，有很多的「支那和尚」的，他毀

謗這部經，他說：「此是經否，不得而知。」這本不知是不是真的經，我們不得而

知。

「毀踏」，扔了它！用腳來踩！「因彼妄計一切分別皆執實相，要棄觀慧，全不

作意，乃為修習甚深(的)法義，」何解這些「支那堪布」對於這本經這麼仇？因為他

「妄計」，他妄情計執著，「妄計」，他執著什麼？一切分別，起分別就不對了，現

在都是，一會這些人又罵人：你又起分別了！是嗎？他妄計一切分別都是執、執實的

相，都是執來的，都是執來的，一分別就不對，其實壞的分別不對，邪的分別不對，

正的分別是對的嘛！修觀就是分別，你天台宗修「一心三觀」又是分別！那些禪宗在

那裡「念佛是誰」也是分別！怎樣不分別？如果不分別是什麼？最好吃安眠藥！是

嗎？

「要棄觀慧」，修觀的智慧都不要的！「全不作意」，不起念，現在要怎樣？

「一念不生全體現」，這兩句害人不淺！見性的，有兩句話，「一念不生」，這句是

錯的！這句話。「全體現」，「全體」者就是真如體，全體都現了。六祖都說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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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的！不過這個作者在六祖之後。這些叫做「無記空」，一念不生，六祖罵人這叫做

「無記空」嘛！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遮」，有名的句子，一念不生，觀它不生就

好了，觀這個不生不滅就對了，他說連那個念頭都不起！這樣就「全體現」了！那時

就真如就現了，那就個個都食安眠藥就全部真如顯現了？是嗎？全體現。

「六根一動被雲遮」了！被無明的雲遮了，「六根」者，即是那個意根，意根都

沒有郁了，唯有什麼？入無想定，意根就不同，還有食安眠藥，吃重安眠藥，意根不

動，打暈他！意根不動，「才動就被雲遮」，一切分別都不對，都是執實的相，「要

棄觀慧，全不作意，乃為……」「要棄觀慧，全不作意，」即一念不生，「乃為修習

甚深法義」了，這樣於是怎樣？「不順此經，故用足毀。」用腳來踏了。「現見多有

隨此派者。」宗喀巴，當時西藏那些喇嘛，他說有很多人跟這條路線走的。這樣什麼

叫做思擇？什麼叫做「極思擇」？下面解了：「聖無著」，這是無著菩薩。

-完-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