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擇」，什麼叫做「思擇」？下面解了：「聖無著」，這是無著菩薩。「說：

正思擇者，謂思擇盡所有性。」我已經解過了。「思擇盡所有性」，叫做「正思

擇」。「最極思擇」者，就「謂思擇如所有性。」這樣「思擇如所有性。」之後，過

不多久你一定會做到這樣，「以有分別慧作意」，「以有分別慧作意取諸相時，(就)

名(叫做)周 尋思。」徧

當你得了輕安之後，就是用有分別的心，用有分別的智慧，這個「作意」當定解

了，以有分別的作意來取相，去了解那些法理的時候就叫做「周 尋思」。「真實觀徧

時，名周 伺察。」怎樣叫做「真實觀」？見性了，「真實觀」者即是證到真如，當徧

你證到真如的時候就叫做「周 伺察」。這樣即是這條路是見性的路，修了止，修成徧

功之後就修觀，修觀的時候第一步就要「周 尋思」，第二步就要「周 伺察」。徧 徧

整日「周 尋思」、「周 伺察」，反反覆覆日日地做，不要懈怠，這樣，這種徧 徧

情形就叫做修習了，在你的第六意識裏面，反反覆覆地將這個「周 尋思」、「周徧 徧

伺察」反反覆覆在那裡練，好像學打拳那樣，朝朝晚晚練，這種就叫做修習了。「修

習」者，即是反覆練習，在意識裏面反覆，什麼叫做「尋思」？「尋」謂粗思；

「伺」就是細察，很微細的察，「尋」者，好像什麼？像貓去找老鼠那樣，尋、四圍

去找，「伺察」怎樣？那隻貓知道老鼠在洞裏面，牠一聲不出，硬是連氣都不出，伏

在老鼠窿外面吼住老鼠出來，「伺察」。

「取諸相者，非執諦實，是明了境相。」上文就說，以慧分別來作意取相，取相

的時候就並非執實，不是說執它這種東西是實的，非它不可的，不是「執實」，不是

執。不過是一種明了相，明明了了地，很清楚那樣。讀下面的那一句。

「由是思擇如所有性、盡所有性，皆有周 尋思及周 伺察」的作用的。「周徧 徧 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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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察」的，這樣，不過是什麼？「依定住心」，要靠修定，那個定心所控制住心，

「故(說)名為止，」當你用那個定心所控制住那個心，就叫做「止」，「善(思)擇法

(慧)」，得了止之後好好地去思惟那些道理，就「說名為觀。」什麼叫做「止」？止

的本質就是定，觀的本質就是那個「慧」了，是嗎？

下文有哪個要講話的？「《般若波羅蜜多教授論》云：」他引這本論了：這本論

中國未有的，西藏才有，「盡所有性、如所有性無分別影像者，是止所緣。」不論

「盡所有性」也好，「如所有性」也好，譬如你說觀那個佛像叫做什麼？都是「盡所

有性」，佛像也是「盡所有性」，將這個「盡所有性」或者觀這個「如所有性」，當

你觀著觀著就停在那裏了，這時候就無分別了，不再起分別了，不再想了，就名叫做

什麼？止所緣了，止的境界。不論「盡所有性」與「如所有性」，只要起一個分別的

智慧，一路起分別，你說一定要無分別？不對的，它一定要分別，分別這種影像，這

種分別的時候就叫做「觀」，「此說於如所有性、盡所有性，不分別住，名奢摩他；

思擇二境，名毘缽舍那。」這句講得最清楚了。

「此說」，這裏就這樣講，對於「如所有性」與「盡所有性」，當你停在那裏不

再想的時候就叫做「奢摩他」，「思擇」即是想了，「思擇」什麼？兩種境，哪兩種

境？「如所有性」與「盡所有性」，當你想的時候就叫做「毘缽舍那」，就叫做觀。

宗喀巴再講：「若能止心於外境轉，住內所緣即說名止，增上觀照即名勝觀。」他很

長氣。他說：如果能夠停止了我們的心，不再想，清清楚楚在那裡，不向外，「外」

是指什麼？指「色、聲、香、味、觸」外面的東西，不向外面說運轉，「住內所

緣」，心要停留在自己內部，定裡的相狀不動，「即說為(名)止。」

如果增上觀照要用我們的什麼？很強烈的智慧去觀照，想、去分別，「即

名為(勝)觀」了。下面又反駁別人了：「有說內心無分別住，無明了相，說名

為止，」這裡是有些人亂講了，有些人說：自己的內心，第一要無分別，無分

別就停在那裏，還要怎樣？「無明了相，」連光明都不見的！什麼都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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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修止修得純熟就好像覺得明明白白光光地那樣的！如果連一些光都沒有

就變成惛沉了，有少少的光，牛奶白色的光。他說連這些「明了相」都沒有

的，他說他止。「有明了力，說名為觀。」「有明了力」就不叫做止了，就叫

做觀了，他說這個講錯了：「此不應理，」他說這個講法是不合理的。「以與

佛經及慈尊、無著之論，(並《修次第》)等諸廣(大) 擇止、觀相者……皆相違决

故。」

這種講法，從佛的經，即是講《解深密經》與「慈尊」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

論》，無著、傳述《瑜伽師地論》的無著菩薩等，等等。「諸廣 擇」，對於這幾位决

菩薩的廣大抉擇，他抉擇什麼？抉擇止觀的相狀，與這些人講的，這些人所講的要無

分別，要無明了相的，這與「慈尊」這些不同，相違，「皆相違故」，所以我們不要

聽。所以我勸你們抓住這本書，不要再，不要再去投師，這個就是你的老師。別人

問：你的老師是那個？你說：我的老師就是釋迦牟尼佛，就是彌勒菩薩。《菩提道次

第論》第一已經讀了。

聽眾：第二也讀了。

聽眾：第三，止觀自性。

羅公：哦！這本書它解釋得很清楚的，不過你們不太看慣那些文字就難看，我將它一

標點，你要看就很容易。

第三，止觀的自性。「自性」即是本質，本質，止觀的本質是什麼？凡是做學

問，一門學問，一定問這門東西的本質是怎樣的，例如你講藝術，我講藝術，你講藝

術，我講 art，藝術，你現在寫一本藝術理論的書，譬如現在有一個人，他現在又會

寫畫，又做雕刻的，專門一世都是做藝術工作的，現在請他來講一下藝術的種類，藝

術的概論，introduction to art。這樣，我叫你講一科這樣的東西，或者叫你講一科

藝術哲學，philosophy of art，譬如你這樣講，你一講要怎樣？你的內容一定要包

括，你怎樣講都可以，但是內容一定要包括這幾樣東西，一樣是什麼？一、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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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藝術的起源，是嗎？一定要講，叫你講藝術，藝術的起源你都沒有講，你都不能

夠講出來給別人知，人家烏凜凜(懵懂)未學過藝術的，怎會知藝術的起源是怎樣的？

一定要講的。第二，藝術的發展，一有了起源之後，一路路地怎樣變化、發展，怎樣

變化，是嗎？起源 origin，藝術的起源，發展呢？development，它的發展，跟著

還有一點就是什麼？藝術的本質，藝術的本質是什麼？藝術是垃圾來的抑或是銅？

這個是空氣，藝術的本質是什麼？問本質是什麼。除了這三點之外還有什麼？藝

術的方法，都要有方法才行，我要做藝術都要有方法才行的，是嗎？難道我在廚房打

鑼就會做藝術成功嗎？一定要有方法，最低限度，凡做一門學問一定要問四種東西，

一、起源；二、變化、演變，是嗎？三、方法method；想做的，方法，還有什麼？

我講了什麼？本質，是嗎？有本質，那個 essential是什麼來的？本質、這四種東

西，這四種內容一定要講的。

佛家也是，現在的這些人讀書很多就不問這四種內容的。是嗎？譬如他修禪，修

了三十年，問他禪的本質是什麼？我又不知道。那你就死了！你修了 30年都不知本

質是什麼。譬如你做生意，做菜館的老闆做了 30年、40年，問你：喂！你做這一

行，這一行的本質實在是什麼來的？你都要答的，你都要知道本質是什麼的，賣食物

出來賺錢，本質就是這樣，做生意就是這麼簡單。是嗎？樣樣都要有本質的，這個杯

的本質是什麼來的？本質就是瓷質來的，一種瓷泥的質，瓷泥經，瓷泥經過某種方法

來整成這樣的一件物件，本質就是瓷泥。再深一步的本質是什麼？就是瓷泥的那些分

子，是嗎？

再尋求那個本質深入些是什麼？原子，再尋求深一步是什麼？就是什麼？那些質

子與電子，本質就是那些微粒子。這就是本質。這樣，學佛法至緊要是什麼？樣樣都

問本質是什麼？一定的，它的自性，什麼為自性？你記住，這個自性就當本質解，與

《六祖壇經》的自性不同的，《六祖壇經》裡面所講的自性，是指那個阿賴耶識加上

真如的，不同的！不同解法的！何解會差那麼遠的？你知道，六祖不大識字的，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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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名詞求其差不多上下用的，不是很嚴格的。

本來自性就當本質那樣解，那麼那個真如自性？得！世界的本質就是真如，得，

都未嘗不可，是嗎？不過他將那個真如，將那個自性即是阿賴耶識，這個離譜！六祖

呀！為什麼你說它離譜？因為我抓住它這句說話，《六祖壇經》裏面有一句話，「自

性能生萬法，名叫做含藏識」，是嗎？「若起思量便是本識」，不是，「便是轉

識」。是嗎？然則六祖的所謂自性即是「阿賴耶識」，但有時他又說「真如自性」，

這即是說他的自性是包括兩種東西的，第一是包括本體真如，這個是宇宙的本質；第

二是指這個什麼？我們的人生的生命，生命的本質。生命的本質，譬如有人問我，你

有沒有生命的？有！我有生命，你的生命的本質是什麼？陳芷君？佛家就說：生命的

本質謂之什麼？「阿賴耶識」，是嗎？如果你再跟落去，最後的本質就是真如，分兩

層，兩層。

聽眾：羅公，本質、本體有什麼分別？

羅公：本質嗎？

聽眾：本質與本體有什麼差別？

羅公：有同有不同，本質、本質的用法就不是一定是指這個宇宙本體，這個杯的本質

是什麼？是瓷泥，是嗎？瓷的本質又是什麼？電子、質子來的。

這樣就是本質，但是這個不是本體，一路問、問、問，本質又本質一路追，追到

最後，最後的本質，最後的本質我們叫它做什麼？在哲學上，兩個名，一個名叫做本

體，本體、本體即是英文的 reality，又叫做實體，即是最後的實質。所以最後的實

體就叫做什麼？reality可以譯做實的，real實實際際那樣解的，所以 reality又可以

譯作「本體」，又可以譯作「實體」，又叫做什麼？ final substance，最、這個

final你可以譯做「最後」的，一路打穿沙盤問到篤的最後那個就是最後。有人就不

將它譯作「最後」，譯做「究竟」，即是最究竟的，到最篤(盡頭)到那個實質，叫做

「究竟的實在」。這個、這個，所以本體普通就是止，哲學上，這個世界的本質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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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道，亦即是佛家的真如，佛家叫那個本體做「真如」。老子叫本體做「道」。

那麼本體是否就是道、就是真如？又不是，佛家的本體就叫它做真如，別的本體就不

叫做真如，共產黨的本體是什麼？是物質來的，一粒粒微粒子是物質，唯物論嘛！是

嗎？

如果，有些哲學上有所謂的，講到本體，專研究本體的，在哲學上，研究第一個

部門就是研究本體的，第一個部門研究本體的就叫做什麼？形而上

學，metaphysics，形而上學，無形，本體無形的，有形的那些是現象而已，不是本

體，所以叫做超過形體的就是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即是研究本體，又名叫做本體哲

學。但是你說完全的即是又不行，所以學問的事很難講的，何解呢？本體就照理就講

substance，是嗎？但形而上就沒有錯，那個 substance一定是形而上的，但是有時

講到，譬如佛家講因果，因果是什麼？有人將佛教的因果兩個字就當為佛家的形而上

學的那部分，因為「因果」那種東西是我們是見不到的。

有一位哲學家叫做景昌極(1903－1982)，他就將佛家講因果就撥進佛教的形而

上學了，照這樣看法，形而上學的範圍闊一些，本體的範圍就窄一些。這樣哲學的第

一部門又叫做「形而上學」，又叫做「本體論」，叫做本體論，又叫做宇宙哲

學，philosophy of cosmos，「宇宙哲學」。這樣，叫做「本體」，本體又名叫做

「實體」，我的《唯識概論》、《方隅》那裏叫做「實體」，因為真如很多人叫做

「真如實體」。那個「體」字佛教譯作「性」字的，自性即是自體，自己的本質，自

己的「性」即是「質」，「體」，自性即是自己的體質，自性，普通解自性就分為兩

個、很多個解法，不過主要都是兩個，一個是什麼？本質，第一個本質，第二個解

法，本來、「本來如此」的相狀，那個「性」字當相狀解，當狀態解，那個「性」字

可以當「實質」解又可以當「狀態」解的。

這樣「自性」兩個字可以當「實質」解，就當本體，當這個「本質」解了。如果

當本來的狀態解，「性」字是當狀態解，那個自性就是本來狀態，即是自身的本來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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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就是自性。這個很重要的，這個名稱的 definition，這是很重要的。研究這些東

西，凡是學做思想的功夫，做思想的學問，講哲學，講教理那些的，至緊要是所謂什

麼？學這套東西就是正名析詞。那個「名」一定代表某一種固定的東西，「正名」，

不要亂搞，「析詞」，不會講那些詞句之前，分析它的意義是怎樣，我現在是取哪個

意義，正名析詞。名家的學說，名學最緊要是這樣，正名析詞。尤其是做思想功夫，

如果正名析詞做得不好的就會籠籠統統的，一定籠統的。

中國人自從漢武帝以後，那個儒家獨尊之後，沒有與它對比，沒有人辯論了，只

有它最惡了，儒家最惡了，是嗎？所以那些儒家讀書人的思想硬是無進步。漢武帝以

後，中國的儒家，你說儒家有哪個有思想的？沒有了，只有一個什麼？比較有思想

的，初期就有一個董仲舒，董仲舒，其餘之外，都不行了，楊雄那些都不行的，沒有

了！到三國都無了！有都有些思想家，譬如王充，他是思想家了，但是他不是儒家

的，這個人是道家的人馬來的，王充做了一本《論衡》。之後一路數到南北朝儒家都

沒有哪個人了，沒有。隋唐有一個叫做文中子(王通(584－617))，那個文中子因為他

教了幾個學生了不起，才變成講起其他而已，其實他沒有思想，沒有什麼思想的，不

過他教學生教出幾個猛人，李靖 (571－649)就是他的學生，那個打仗一定勝的李

靖，房玄齡(579－648)又是他的學生，我做宰相的！做元帥、做宰相的幾個學生，

文中子。王通，姓王叫做阿通，這個都不算思想家，韓昌黎，韓昌黎的思想就是籠統

的，好像潑婦罵街那樣，這個韓昌黎的思想。沒有了，所以章太炎談論中國的思想，

中國的那些哲學思想的人，都沒有了，歷代儒家到唐朝都沒有了。要到宋朝才有思想

家，宋朝的理學思想家，唐朝的隋，南北朝，隋唐，那個時代，那些讀書人難道沒有

一個聰明的思想家的，何解？不是沒有，很多思想家，個個走去做和尚去了！那班人

去出家了，出家人就多了，譬如天台宗的智者大師那些是一流的聰明仔來的！玄奘法

師，留學的那個玄奘法師就創下了一番事業，鳩摩羅什的弟子，道生，這個道生、道

融那班人全部都是了不起的人來的。稍為有思想的人大部分做了和尚，去出家。不是

沒有，是走去佛家那裡。因為何解？因為這樣就變成了儒家的枯竭，唯我獨尊之後，

你讀多了四書五經之後就有官做了。這些自性就當本質解，止與觀的本質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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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止與觀的自性。就分了兩部分來講，第一就是「奢摩他」的自性，止的自

性，止的本質是什麼？止的本質是什麼來的？在這裏，我就先將這些講給你才行。我

就將那個心，我們的心來分析，將個心來分析，我們所謂「心」就有八個集團，我們

所謂心，我們的 mind，分作八個 group，集團、八個 panel，八個範圍，八個範

圍，每一個範圍我們叫它做「識」，「識」，所以那個「識」字是當「認識力」那樣

解的，我們所謂「心」是有認識力的，我們將心的認識力分做八個範圍，分做八個範

圍，每一個範圍就叫做一個「識」。好了，講到個「識」字，所以說要「正名析詞」

就是這樣。這個「識」字分析它是有廣義與狹義的，那個意義很闊的，很廣泛的，廣

義的，那個「識」字是指什麼？是指一個「識聚」，不是一個單純的「識」，一個

「識聚」，這個「聚」即是 group，一堆，有組織的一堆東西叫做「識聚」，什麼

叫做「識聚」呢？所謂一個「識聚」就是一個「識」做中心，一個狹義的「識聚」中

心，「識聚」裡面，「識聚」即是廣義的「識」，裡面又分析成為兩種作用，一種作

用叫做「心王」，一種就叫做「心所有法」，「識聚」裏面就怎樣組織成一個結構？

它的 structure是怎樣的？一個中心就叫做「心王」，主要的作用就叫做「心王」，

是一種，一種、一個總作用，就叫做「心王」，特殊的作用的，即「心王」，「心

王」之上有一種附屬的作用就叫做「心所有法」，即是「心」者，即是心王，心王所

有的附屬作用，叫做「心所有法」。

舉個例子，現在你聽不明白的，你聽不聽得明白？肯定不明白，不明白是正常

的，講了之後就要明白，如果講了之後你就要明白才是正常的，不明白就特殊了，心

王認識境界的總相，相、總相，那個「總」字即是英文的那個 general，總相。這

樣，「心所有法」，我寫在上面，認識一種境界，境界即是 object，對象，心所認

識境界的別相，那個「別」字即是 particular。現在你明白一些了？明白一些了？是

嗎？你明不明白？看我的那本書看不看得明白？「心所」看不看得明白？

聽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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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一般？你聽了之後就明白，如果你今日聽完不明白，你真的要回去自己扑一下

頭殼(敲一下腦袋)才行。

我舉個例，我們的眼去看東西的，是「眼識」，明白嗎？「眼識」即是視

覺，sight，即是視覺，我們的視覺叫做「眼識」，當我們，我們普通說「眼識」兩

個字，或者「視覺」是很籠統的，我們所謂「眼識」、所謂「視覺」，裏面是一個

「識聚」來的，「眼識聚」來的，是一個 group來的，視覺裏面就分作兩部分，一

部分是「心王」，了解那種東西的總相，另外有很多個「心所」，「心所有法」是了

解它特殊的情況的，「總相」即是總的情況，一般情況，「別相」即是特殊的情況，

聽不聽得明白？「心所有法」，普通那些法師講什麼都是用簡單的稱呼就是「心

所」，「有法」兩個字就費事(懶得)用了，是嗎？「有法」兩個字就費事(懶得)用

了，就用「心所」，「心所」？何解「心所」這個名稱這麼怪的？其實「心所」即是

「心所有法」，即是我在咸美頓，在 Hamilton走出來，問你搭什麼車過來？我搭高

巴士過來，是嗎？什麼高巴士？就是照兩個字的嘛！費事講，那些人就算數了，要查

字典也沒有高巴士的嘛！這些就是「心所」，心所即是「心所有法」，即是「心所有

法」若詳細譯名就叫做「心王所有的特殊作用」，「心王」就是我們的一個「識聚」

的一般作用，普通作用。即是我們的「眼識」，譬如視覺，視覺就是一個「眼識」，

又名叫做「眼識」，「眼識」不是這麼簡單，即是一個很有組織的東西來的，裏面將

它來分析開兩部分，一部分是了解外面那些東西的一般狀況，有一種很普遍的作用，

很普通的作用的，這樣就叫做「心王」。

何解叫做「王」？「王」者，一個國家不是有一個王？「王」就是有一個

king，「王」了，是嗎？一個王，一個國家一個王，國家裏面那個政府不只你一個

「王」的！你那個「王」難道連掃街你都去做嗎？你這個王下面有很多手下的，很多

官的，最低限度有很多個部長的嘛！這個管理財政，那個管理司法，那個管理外交，

這個管理軍事，一個王下面有很多個部長的，一個就是王，這個王就是無所不管，整

個國家所有的政務他都做頭目，但是一部分的作用他不理的，是由那些部長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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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王就是了解那個總相，心所就是了解那些特殊的狀況。好像一個政府裏面，一個財

政部長只可以管財政，外交就不要你管的。心所就是管理一部分的，每一個「識聚」

就好像一個什麼？

一個國，一個 kingdom，八，即是將我們的心，那個 mind 分做八個

kingdom，每一個 kingdom 裡面有一個 king，每一個 king 有很多什麼？那些

minister，那些部長，聽得明白嗎？這樣一個「識聚」即是一個 kingdom，一個

kingdom裏面有一個王，國王，心王，還有很多個心所，一個心王就有多個心所，

什麼叫做「心王」，什麼叫做「心所」，聽不聽得明白？心所即是「心所有法」，聽

不聽得明白？

所以，好像鍾建民這些是很了不起的，年紀這麼大還能聽這些，其他那些老人家

聽起來就覺得很麻煩，這些東西真是搞不定，但是你學這套東西你搞不通就沒有辦法

的，這樣豈不是不平等！誰叫你那麼老才學？是嗎？這些就是業力，你前世一定是有

些問題了！是嗎？我不學這些這麼麻煩的！你不努力而已！努力一樣可以的！老更

好！老人的悟性強，後生仔是記性強而已！你不要以為我老就不行，這是希臘的哲學

家講的。年老人記性弱而悟性強，後生仔記性強悟性差一些。是這樣的。如你說：我

老了，不行了！實在你是自暴自棄而已！實在你一息尚存未斷氣你都可以學，你們沒

幾多個好像我那麼老的，我日日學！日日學，到現在我看的書幾乎都有筆為證的！你

看看我看過的，提要鉤玄的，講的這本書我早就看過了，我沒有帶來，因為對你們

講，我又重新將它來怎樣？全部劃了紅線，不劃紅線那些可以不必理的就不劃紅線，

需要理的就劃了紅線，將那些科文在開頭那處寫在那裡，我七十幾歲了還這樣！你們

說：我老了！不行了。我一句就全部得罪了！你們不精進！我們將我們的mind，我

們的心，我們的精神現象分了八個王國，八個 kingdom，每一個王國一定有一個國

王，有個政府，那個政府有一個國王，有很多個部長，國王只有一個，部長就不止一

個，國王就叫做「心王」，那些部長就叫做「心所」，是嗎？好了，心王、心所都有

分級的，做官都有分部長、次長，或者什麼，是嗎？這樣，那些心，心王就無所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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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心所就特殊的，我要舉個例說明，怎樣叫做「總相」？即是 general

condition，怎樣叫做「總相」？怎樣叫做「別相」？這些叫做 particular

condition？這樣叫做什麼我講給你聽。

譬如我，眼、「眼識」，即是視覺，視覺是我們的八個 kingdom之一，一個

「識聚」，是嗎？一個 kingdom，視覺的那個，裏面有心王，這個心王就叫做「眼

識」，「眼識」就叫做心王，那個視覺的那個 kingdom的那個 king叫做「眼識」，

「識」者即是認識力，看東西的時候的那種認識力，叫做「眼識」，聽不聽得明白？

「眼識」，這個是心王，心王，譬如那個心王看下去那個觀音像那裡，看下去，我的

「眼識」看，不知道是觀音，只是看見花碌碌(彩色)，但是看進去的時候，成幅看得

清清楚楚，是嗎？我「眼識」就好像一個影相機那樣照下去，整幅不分開的，這個是

總相，這就是心王了，眼識的作用了。

好了，當我們看的時候，是不是要注意才能夠看到？是嗎？當我看的時候一定有

個 attention，不要看別的！看這裡！attention的作用，即是留意，留意就叫做什

麼？作意了，是嗎？作意就即是留意去看它，時時警惕你的心，警惕我們的視覺不要

看別的東西，這是作意。聽不聽得明白？你的作意。這樣，心王看，「眼識」看下去

那裡，就有個東西整天看著它！看著它！整天留意著它的，只是負一個責任，留意而

已，它不理別的東西的，這個是心所之一，是嗎？作意是心所之一，聽不聽得明白？

看下去，如果這幅東西那麼靚，看落去很炫目，看下去很養眼，有時不養眼的，那些

火光熊熊，眼就會累，但這個不是，看下去很養眼的，很養眼就令到我們起一種什

麼？很愉快的感覺，是嗎？愉快的感覺。這即是說有一個 feeling了，「受」、感受

了，是嗎？有一種覺得很快樂的，覺得有一種美麗的、快樂、愉快，有一種這樣的感

覺，這種這樣的 feeling，就叫做「受」了。看下去，這個受就覺得好了，但是如果

你看下去，剛剛別人揭開棺材執骨的時候，一看下去這樣難看的時候，你的「受」就

沒有看觀音菩薩的樣子那麼爽了！是嗎？嘿！這樣的都不想看了，那時那種「受」就

不好的。好的、悅意的受就叫做什麼？「樂受」了，受有「樂受」了，「受」也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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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樂的，苦的，第一個叫做「苦受」了，是嗎？「苦受」、「樂受」。還有一些，

譬如我看下去白色的那個，既不苦又不樂，這叫做不苦不樂受了，不苦不樂受叫做

「捨受」，不論你苦受也好、樂受也好，捨受也好，責任就是什麼？負責感受而已，

不理別的東西的，聽不聽得明白？這樣即是第二個心所就叫做受，作意、受，是嗎？

還有一個心所，「想」了，那個「想」字不是胡思亂想那樣解的，「想」者即是

什麼？extraction，即是抽了那種東西出來，當我看觀音像的時候一定要怎樣？受了

這個觀音像的刺激，刺激我們的眼裏面好像那個菲林片那樣，像影相機那樣，將它所

刺激的東西反映、反映入去我的視覺裏面而成為一個 image，即是構成一個

image，不然我們看不到東西的，是嗎？當我們看下去的時候，有了作用就將觀音像

反映進來我處的，就構成我的心裏面，「眼識」裏面有個觀音像的 image在這裡，

裡面有一個，構成一個 image，構成一個印象在這裡，這種叫做什麼？取像作用。

把外面的東西的形象取了進來構成一個影像，這種作用就叫做「想」了，如果你沒有

這種作用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想」、心所之一。

還有一個是什麼？當我看的時候，我樂意看的時候，不斷看、看、看，是嗎？

咦！這麼難看的！嘿！走了！這樣又不同，我們有一種什麼？有個一種定，想怎樣、

想怎樣，一個 will，will，我要怎樣，是嗎？等於英文的 will，我要怎樣，或者

want，I want如何？我要怎樣？那個叫做什麼？我要怎樣，推動，心裡學就叫做意

志，意志，will叫做意志。這種意志作用，在佛經裏面叫做「思」了，佛經裡面的

「想」字不是胡思亂想那樣解的，而是什麼？那種「取像」作用。佛經裡面的「思」

字不是「思想」那樣解的，那個「思」字是一種意志的作用，意志要怎樣，我要這

樣。聽不聽得明白？

「作意、受、想、思」已經四個了，還有一個，那個叫做「觸」，touching，

接觸，一定是接觸，接觸？不是那麼簡單的，你有一個心王，還有剛才講的四個心

所，加上它就有五個，一個心王多個心所，要調協才行的，這個，外國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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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y，它的內閣，部長要與他調協才行的，不調協他要辭職走人的，是嗎？要步

驟一致，好像操兵那樣，左右左、左右左一齊踏才行的，如果你這個踏左，那個踏

右，那時就真是好看了，就像黃蜂陣那樣了，是嗎？又好似你聽什麼？那些什麼？

orchestra那些，那些管弦樂隊，一定要有一個指揮的抓住那支，抓住那支棒，

好像兩頭劃那個，那個人很重要的！因為何解？如果幾十個人，如果沒有，個個不看

著那支棒，都不知快慢不等的那時不知聽出什麼來了，那個砰砰聲的 cello如果不看

著那支棒就亂打，那就全部亂龍了！一定要有個什麼？負責協調整個樂隊的，整個樂

隊有 50部樂器，又有銀笛又有大的 cello(Double bass)又有 violin，就要兩個不相

矛盾的，接觸要調協的，如果不調協，彈開就不行了，要調協。這樣多的心所與心王

之間又要協調，專負責調協、接觸的作用這種心所，就叫做「觸」，是嗎？所以佛家

的心理學非常之精細就是這樣。

那些西洋的心理學家也沒有這樣精細的，這樣這五種東西就必有的，「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凡它一起，一郁動，一定五個一齊跟著一齊起的，少一個

都不行，這個就叫做「遍行心所」，「遍」者，普遍地，不論何時，不論在何處，都

有它份的叫做「遍」，「行」即是活動，不論哪一個時候它都起活動，起作用的，這

是五個「遍行心所」，整天跟著心王的，即是說這個國王出入一定有五個貼身人馬跟

住，一步，步步跟住的，這個就叫做「心所」。是嗎？這即是說，一個識聚，一個廣

義的識，一個識聚，即是一個 kingdom，就最少包含六種東西，是嗎？這個是什

麼？一個國王，心王，最少五個其它心所，加起來就六個，最少而已！七個可以嗎？

不止七個，十個二十個都可以！

譬如你一看，看的時候，你覺得有種貪心下去，想要了它，想怎樣，起了一個貪

心，除了五個之外有一個「貪」了，那個煩惱心所，貪，有「嗔」了，不歡喜它的，

那個嗔，有時起一個嗔了，本來那種東西都是假東西的，觀音像而已！你蠢材，蠢到

想：這個是觀音了！我就要拜他了！這樣就是癡了，是嗎？叫做「癡」了。蠢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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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了。貪、嗔、癡，這些是心所了，貪嗔癡這些心所了。你有時有智慧，智慧是

什麼？又是心所，剛才我講五個遍行，我現在就講心所，你們很想聽這個心所，心所

總共有五十一個那麼多的，五十一個。不過這五個是一定有的，即除了這五個之外，

除了五個心所一定有之外，有時有，有時無的。

我又再舉個例，不要緊，這個對你們很有益的，將來你們看經，你會很清楚的，

這個心所最難搞了。心所，搞定了心所，最枯燥，最難搞，是嗎？還有，搞定心所，

搞定那些因明、邏輯，這兩種東西一搞定，你看佛經就很容易了。

上文所講的五個心所就叫做「遍行心所」了，是嗎？你看看，你說《八識規矩

頌》，講那個意識的時候怎樣？「遍行別境(就)善十一」，是嗎？即是有五個遍行心

所，那個意識一起就一定有五個遍行心所，眼識、耳識都是一定有的，遍行心所。第

二是什麼心所？遍行心所？第二種心所就叫做「別境」了，有五個「別境」，第一種

叫做「欲」，「欲」者，即是什麼？wish，不要譯作 desire，也行，西方人有人譯

做 desire，有人譯做wish，譯做wish好些。「眼識」裏面，我們看見很好看，很舒

服，我們想再看，不是很明顯，但是我們的「眼識」想再看，是不是？想再看，即是

早起身睡醒覺了，打開窗門一片青青綠綠的，很好的時候，你看完之後覺得很舒適，

很舒適就是「受」了，舒適之後，不看了，一會擰過頭又想望了，是什麼？很想，對

某種東西很想的，欲，wish，欲。「欲」是看什麼境而起的？對未來的境而起的，

對於所希望的境，即是未來的境而起欲的，已經有了的境是不會起欲的，是嗎？

譬如你嗅到那些出爐麵包那麼香，你想，我真的想吃一個才會起欲，未到口才起

欲的，拿著個出爐麵包放落口裏面就不會起欲了，是嗎？享受了還「欲」什麼？對於

所希望的境，未得的，希望得到它。對這種特別的境起欲，「欲」就叫做別境，特別

的境界。第二種叫做勝解了，勝者，優勝，清楚的，即是勝字是很清楚的，即是什

麼？clear，很清楚的，「解」即是了解，有一種 clear understanding，很清楚的了

解。「勝解」，什麼叫做「勝解」？有時，譬如講，你半夜起身就沒有燈，但是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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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趕住去廁所，怎樣？見到有一團東西不知是人還是什麼東西，到底它是什麼東西你

也不清楚，那時你有沒有一個 clear的 cognition？有沒有？沒有的，叫做模模糊糊

的，但是你如果摸摸，一下開著那盞燈，原來是那隻貓來的，不是老鼠，是貓，亦不

是狗，也不是賊。決定無疑，當你決定無疑的時候，你就什麼，又一種心理狀態出

現，很清楚，毫不懷疑，是如此了！是不是有種這樣的心？這種毫不懷疑的那種心的

狀態，那時就是「勝解」了。

這即是說是哪一種特殊的境？模糊的境，裡面沒有勝解的，要在很決定，很清楚

的境界，決定的，在那種決定的境界裏面才有勝解起的，當你疑惑不定的時候，沒有

勝解起的。這樣就是「別境」了，是嗎？特別的境界了。「欲」就對未來的境，有了

一種過去的境的回憶，就叫做「念」，念阿彌陀佛的念，「念」者，念即是我們的心

裏面有一種力量，能夠怎樣？令到過去的東西在我們的心裏面再現出來的，是不是會

這樣？這種念。

譬如你今天出門口，見到有個人跳樓，血肉糊塗(模糊)那樣，你看完之後，你今

天晚上靜靜的時候你就會怎樣？就想起它了，當時怎樣？那個「念」是一種力量，把

你過去曾經經歷過的東西，令到它在意識裏面再現出來，如果你的精神好，十年八年

前的東西都會現出來的，如果你個人很靜的，心不是太紛亂，你細路哥三幾歲大的時

候，你再用一種念的力量能將它再找出來的。如果你修止觀修得好的，就會怎樣？把

你在娘胎裡的時候感覺到怎樣的再找出來，你前世的東西是怎樣的？你在定中用念的

力，有種強的念力，把前世的經歷，像做電影那樣一幕一幕在意識內像電影那樣現出

來，就知道前世事了，這個叫做宿命通，宿命通就是念的這個心所，在意識裏面重現

而已。普通的你肯修定，很多西方人，很多過去的東西、前世的東西他會見到的，這

個什麼？巴頓(George Smith Patton, Jr.1885－1945)將軍，是嗎？這個第二次世界

大戰先打入 林的巴頓將軍，是不是巴頓將軍？栢

聽眾：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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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蒙巴頓。

羅公：什麼？

聽眾：蒙巴頓。

羅公：不是，蒙巴頓(L.Louis Mountbatten，1900-1979)是英國的統帥，帶著一支

軍隊先衝入去拍林的，美國的軍長，那個叫做什麼？很高大的，巴頓將軍是

嗎？

好像電視也有他這齣戲做過，將他的生平做出來，他這個人是怎樣的？他學軍事

的，他有兩種特殊的，他會做詩的，軍人出身會做詩的，第一樣。第二樣，他信輪迴

的，他因為什麼？因為打仗的時候，去到一處地方，他就說：我過去在這裡打過仗

的，我前世，我記得那裡怎樣，後面怎樣，這個形勢(地勢)怎樣，我從前做羅馬的軍

官，我在這裏打過仗的。巴頓，他這個有這樣的功業的人都有些特殊的東西的，那些

沒有的，那個念力，偶然的「念」，我們平時沒有這樣的「念」，那就怎樣？沒有，

你沒有這個「念」，你不會「念」得到就沒有了，但有時都可以，是什麼？除了入

定，入定就可以了，入定亦不是一定得，很多都得的，入定入到第四禪時，很多人前

幾世的都可以了。

三禪以下就無交易(不能夠)了，要四禪左右，肯練，還要練，一路那樣想，回憶

那樣。除此之外，除了修止觀之外，修密宗，修密宗修那些也有時會可以的，因為密

宗實在都是止觀來的。有些人用催眠術，催眠術、催眠術催得很深的時候，他會記憶

起他前世在哪裡，可以的，前世怎樣，可以用催眠術將這個人催眠之後，現在你會把

出世之前的事記憶，你記憶你的前世，現在記憶了，你記憶到了，他想到了，拿出來

說，你講出來吧！他會將記憶講出來，他會把前世的由細路哥一路到大人，在一個鐘

頭之內去催眠，會像做電影那樣身歷其境，很快整出來。在意識裏面，催眠術催到他

用那種念力放出來，放出來之後，這樣未必是真的，但是有時那些研究心靈學的，他

說前世在美國東部那裡，哪條村，我叫做什麼名，在那裡爬上山，曾經在那裡跌跛了

那隻腳的。譬如他這樣說，你真是去查那裡，有檔案可以查得到的，很多人查到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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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美國很多這回事，這些這樣的事，歐洲與美國都很多這回事。在香港曾經有一個

這樣的，馮公夏的世侄，這樣當時有一個西方人是正道學會的人，說有宿命通的，知

道一些前世的東西的，看到人前世的事，這個西人他會入定的，他入定，入定時幫馮

公夏的世侄，那個世侄的父親請馮公夏介紹走去找那個洋人，那個洋人是香港正道學

會的會長來的，這個人，不過可惜他現在死了，不然我也要叫他看看。太虛法師也找

他看過。太虛法師去看過。去找他，聽見他有宿命通，叫馮公夏、陳靜濤帶他去見這

個西方人，那個西方人說：哦！別人我看到，你我看不到，為什麼看不到？他說，人

人的光，人人，一個人除非他快要死，如果未有那麼快死，都有一個好像雞蛋形的，

像磁力的罩那樣的，光芒，好像放射的力的。普通人身體有幾多，就高過身體一些而

已，那些大人物有時就很大個的。

那些修道的人就整個的，有些是整個像耶穌的光圈那樣的，佛也是一個光圈的，

他說：你那個和尚來到，那個大的蛋形的光圈塞到門口都不夠你入，要壓低它來避，

塞滿我這裡，搞到我好像暈了一樣，我看不到！這樣他有無講大話不得而知，是馮公

夏講給我聽的，當時有這回事。這樣他有個世侄，他世侄的父親，那個世侄未出世的

時候，那個父親就叫他去看，我老婆又有了一個，有了孕，你看看他是兒子還是女

兒？他入定，看，說：兒子來的！我看到了，這個兒子前世玩小提琴的！音樂家來

的。他說他的前世音樂家來的。現在投胎去你處，做你的兒子，可以了！兒子來的。

講完了。

講完之後，幾個月後，兒子出世了，真是兒子來的。後來兒子讀書，特別愛好唱

歌，叮叮噹噹那些東西。後來一路不知是在華仁還是拔萃讀書，就怎樣？加入那些學

音樂的，樣樣都不大有興趣，打球什麼都不喜歡，就是喜歡唱歌、音樂就好，樣樣都

識。去到香港大學讀書的時候，學生會有音樂組，他在那裡，整天都學 violin，而且

一手好 violin，香港大學的學生音樂會的主席。

馮公夏說這事真是奇怪，未出世這個人已經知道他前世是音樂家，拉小提琴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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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講出來，他這一世都是拉小提琴。所以你今世怎樣每每與前世差不多的。

「念」，令我們的意識，令我們的過去的事情在意識上重現出來，「念」。「念」就

是什麼？曾經經歷過的境，未來的境不會用「念」的，一定是把過去的東西再找出來

的，「念」。那些宿命通就靠它了。是嗎？定又名叫做「三摩地」，又叫做「等

持」，我們簡單叫做「定」，當我們有一種力量，修止觀的時候，我們有一種力量，

前一個剎那的心，譬如前一剎那想我著阿彌陀佛，我們有一個力量控制住，前一剎那

我在想阿彌陀佛，我繼續想、繼續想，一路將那個心〔控制著〕，控制著那個心，令

那個心，令到那個精神、令到那個心 concentrate，對一種境界，在某一種 image，

想著它。

譬如我前一個剎那在想吃糖，第二個剎那你就要用那個定力，想吃糖，繼續想、

繼續想、想吃糖，想吃糖，一路連著，一路連續這麼多剎那都想吃糖，你說想吃糖？

好啦！這個人沒有用了！放鬆他！他又不想吃糖了，不想吃糖的時候，念佛好，念阿

彌陀佛了，想像、想像，有一種力量想著阿彌陀佛，這種、這種就叫做「定」了。你

那天問，你說那個什麼？你的心想看東西，那個思，你知道那個思，即是想著那個

「思」了。前一個剎那思，你想著想著就不起了，不覺得思了，這樣心就很定了，忽

然間念起，你又再轉回去想，總之就是這樣，即是後一個剎那，後一個識回想前一個

識的心的狀態就叫做定了。這樣就叫做集中，這樣就叫做 concentrate，不令它走。

那個定是什麼？在你所觀察的境，你所看的境就起一個定，你所觀察一種境的時候，

看著！看著！不要走！這種就叫做「定」了。就是一種特殊的境了。是嗎？

這樣還有一種，第五種，有五種「別境心所」的，第五種叫做什麼？「慧」了，

觀察了，「五蘊皆空」，怎樣「空」法呢？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境界是怎樣的？

阿彌陀佛出來的時候是怎樣的？說法的時候是怎樣的？你要想，觀了，有分別影像

了，止就是無分別的影像嘛！止即是定，止觀，止就是定了，觀就是慧了，用我們的

慧去，亦是所觀察境，慧亦是所觀察的境了，不過定就是無分別的觀，觀察境，它這

個是有分別的觀察境，都是別境，這五個心所就叫做「別境心所」了，《八識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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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遍行別境善十一」，是嗎？這樣，所以說《八識規矩頌》是不容易講的，這

套東西不熟你怎樣講？

「遍行別境善十一」，「遍行」者，五個心所，一個是「觸」，一個是「作意、

受、想、思」，這樣就叫做「遍行」了！害死人了！你這樣講法！是嗎？同時，一個

一個心所，是怎樣的不同你要很清楚才行的！五個別境，遍行就整日跟住心王的，

「別境」，特殊的境界它就出現了。這樣，如果你是一個 kingdom裡面的 king，一

定有五個了，剛好你現在修止觀了，五個之外就加一個定，加一個慧了，是嗎？止而

不觀的時候就要加一個定了，觀而不止的時候就要加一個慧了，如果亦止亦觀，止觀

雙運的時候就加「定」與「慧」了，當你觀的時候，譬如你現在觀，都觀到差不多上

下了，我現在要修空觀了，真是很急想了解了，跟著就起個「欲」了，是嗎？這樣觀

到就我初時不明白，現在觀了就明白了，原來是這樣解的！禪宗人就叫做「開悟」

了，勝解了。是嗎？勝解了。

幾個一齊，七個八個一齊起很平常的，這樣都行？怎麼不行？你看電影，灰白色

的射出去，那個就是心王了，綠色、這個是白色有七個色的，那個其餘的灰白色的底

的就是心王了，普遍存在的，心所是什麼？那些顏色，個個顏色個個不同的就是心所

了，好像七彩套色的，一個勝解了，「識聚」。當它起活動的時候就好像七彩套色那

樣一齊照出去的，是嗎？這樣就是心所。還有十一個善心所，今日就不講它了，是

嗎？咦？講了這麼久？三點半了。十一個善心所，十一個，六個煩惱心所，六個貪、

嗔、癡，即是六個煩惱心所，二十個隨煩惱心所，四個不定心所，慢些一下砰砰聲講

五十幾個，你們就搞不定了，將來你們就說：羅先生，麻煩你講完那幾個，將來你提

我，我就講給你聽，你如果不是，你看我那本書就可以了，沒有人的，你在別的地方

你找不到我那本書那麼清楚的，那些心所那裡，那些人看過之後，都認為最清楚就是

我那本。霍韜晦那麼誇口的他都說：羅先生，到目前為止講心所都是你那本講得最清

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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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放一個 break先休息一下。聽不聽得明白？

一個心王有好多個心所，我們所謂修止觀，止、止的本質是什麼？止的本

質就是那個「定心所」是也，「定」，梵文的名叫做 sam dhiā ，叫做三摩地，

那個定，sam dhiā 這個字，舊時就譯就譯做「三昧」、「三昧」，「三昧」的

時候就略了那個尾音，新譯就譯作「三摩地」，意譯，sam dhiā 這個字意譯就

應 該 譯 做 「 等 持 」 。 「 等 」 即 是 連 續 ， 連 續 、 連

續，continuous，continuous，連續，「持」就是將它把持住，集中，集

中，concentrate，將那個心連續、連續，將那個心控制住，這樣叫做「等

持」，sam dhiā 。但是「等持」兩個字就兩個字，那些人就說費事了，不如譯

做「定」啦！「定」者，就是集中了，於是又譯做「定」。這樣「止」的本質

就是定。

觀的本質，「觀」字是什麼？思考的，思考，對某一種東西下判斷，好像邏輯那

樣，有大前提，有小前提，有斷案那樣，是什麼的作用？慧的心作用，「止」的本質

就是「慧」了，明不明白？聽得明白嗎？「慧」即是 wisdom，「定」就是

concentration，明白了嗎？你已經明白了止觀的本質。不過你看看他怎樣講了，他

很囉嗦的，他旁徵博引，宗喀巴這個學者很博學的，「初、(就)奢摩他自性」，他引

《解深密經》了，你讀過了。「如《解深密經》云：即於如是善思惟法，獨處空閒，

內正安住，作意思惟；復即於此能思惟心，內心相續作意思惟，如是正行多安住故，

起身輕安及心輕安，是名奢摩他。」識解嗎？找人解給我聽，陳芷君你解給我聽？

聽眾：不識呀！不識？不識。

羅公：不行嗎？有沒有人可以？

聽眾：你講了！你講開了。

羅公：這段很緊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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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即於如是善思惟法，」它上文就這樣的，上文講過什麼？「法假安

立」，如來所講的十二部經，是嗎？「所謂契經、應頌、(諷誦)記別、諷誦……」數

出來，有十二部經，在十二部經裏面，那些道理，所講的道理，這些叫做什麼？這些

叫做「法」了，這些經裏面所講的道理，例如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那些，這些叫做

「法」了，這些法我們要好好地去思維它的，要「善思惟」它的，要好好地去思維它

的。這樣未入定之前就要讀，讀經，讀的時候要好好地思維，思維了之後，然後你就

找個地方，找個地方怎樣？「即於如是善思惟法，」就將你在十二部經裏面所讀到

的，你所「善思惟」過的法的道理，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這些，你就要找個地方，

「獨處空閒，」沒有什麼人打攪你的，「獨處」，很空閒，很得閒的，不是很緊張

的，這樣就內心安住，這樣你就坐了，坐在那裏，內心的內住，不要被外面的東西影

響你，自己的心，現在我入定了，在定裡，在定裏面，現在我們在內心裏面就叫做

「內」，那個心向外走的就叫做「外」，那個「外心」，內心就安住，怎樣「安

住」？

那個「安住」是一個動詞來的，安住它，即是那個什麼？settle，「安住」即是

英文的 settle。心走出去了，我再拉回來，settle，不要郁。譬如我現在入定，內

心，忽然間我聽見外面嗚……，我就飛機呀！我一想飛機的時候，第一念你就想飛機

了，一想飛機之後，你第二念，第二個剎那，剛才，前一念，我又亂了！想了飛機

了。當你一亂的時候，你知道它不好，就不再想了，「安住」就是把心安在那裡不要

想，不要走去飛機那裡，走回來再想在定裏面的境界，內心安住。不斷不斷安住，初

時很吃力的，你今晚回去試一試，安來安去到安不到的，是嗎？漸漸地，日日修，日

日修，一個月之後你就不大要理，很自然地你就可以了。幾年、幾個月，一日有得兩

次給你做，三幾個月，你根本就會一心不亂了，不用安住了，那時就不安而自住了。

你試一試，譬如你修念佛止觀，觀阿彌陀佛那樣，譬如我現在坐了，坐在那裡，幾尺

遠有一個那麼高的阿彌陀佛在這裏，他放光明照著我，很舒服，我現在這樣，在那裡

想了。當你想的時候就怎樣？作意思維了，是嗎？作意，起一個念頭去作意，用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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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心所去思惟了，你想阿彌陀佛要靠什麼？靠以前讀過《阿彌陀經》，又說怎樣？

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如何靚，已經在經裡讀過了，那些是「善思惟法」了，是

嗎？你讀過了。

在那裡作意，再回想起那套東西了，那就要怎樣？想著想著阿彌陀佛，忽然間想

頭就不見了腳了，只有頭，沒有腳的，到想腳又沒有了頭，你回去試一試。漸漸地想

著想著又聽見呯呯 的聲音，又不見了阿彌陀佛，不見了。當你發覺不見了，又再嘭嘭

想他，就安住了，又安回去了。就是這麼簡單。你不要這樣駁我：這樣有什麼玄妙？

以為佛家很玄妙，世界上沒有玄妙的東西的，說玄妙的那些，十件有九件是騙你的，

真理一定是很平常的，是嗎？真理不是像弄法那樣的，是嗎？你多次安住之後，試得

幾個月之後，你就成個，總之外面燒炮杖你都聽不到，只是見到阿彌陀佛的，阿彌陀

佛一路放光照 你，你說很悶，不悶的，你只要那個心「內心安住」不亂的時候，經着

過怎樣會不會悶？你看看，「復即於此」，思惟心，了之後，「復即於此能思惟

心，」你想吧，我想阿彌陀佛，你、你現在想阿彌陀佛的樣子啦，一剎那又不見了，

是嗎？第二念又起，第二個剎那起，你就知道，我剛才想阿彌陀佛，你說我剛才想阿

彌陀佛，你自己的心想一下，之後面那剎那的心，想回前面那個剎那的心，回想，你

一回想的時候，又見阿彌陀佛在這裏了，是嗎？到這一剎那完了，第二個剎那起，你

由念心所起，阿彌陀佛在這裏，我正在想阿彌陀佛，那個心不亂，如是者每一個剎那

都想著阿彌陀佛，不會亂了，當你能夠做到不亂的時候，你就了不起了！對於那個能

思維的心，想回自己的心，控制自己的心，前一個剎那就想阿彌陀佛，這樣有一個心

去想的，第二個剎那就想回那個心，我的心是在想阿彌陀佛。想回自己的心就是間接

想阿彌陀佛在這裏了，是嗎？聽不聽得明白？

譬如前一個剎那，譬如你的母親成日掛住你，前一個剎那想你，前一個剎那完

了，第二個剎那她又想回自己的心，又不想你了，我剛才前一個剎那我是在想我的女

兒，當她說她在想我的女兒的時候，你的影子又出現了，是嗎？到第三個剎那，她又

再想回第二個剎那。總之就好像鎖鏈那樣，一個扣住一個，這樣就連續，這樣就叫做

「等持」，「等」即是連續，連續控制住心，這個作用就叫做定了，聽不聽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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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聽不聽得明白？這樣，內思維心，內心相續，想自己的心，你的心想阿彌陀佛的樣

子，阿彌陀佛的樣子就自然會出現了，你即是念念都想住阿彌陀佛的樣子。

「如是正行」，這樣正正確地去修行，怎樣去做，「多安住故」。它一走你將它

又拉回來，走又拉回來，走又拉回來，經過多次的「安住」，你就會怎樣？你不會悶

的！會怎樣？不止不會悶，你還可以「起身輕安及心輕安」，你的身體好像大氣磅

薄，血氣調和，好像一點重量都沒有了，昭昭靈靈那樣，你就會覺得不止不悶，你會

覺得爽了！爽了！爽到極了！現在的人就怎樣？那些氣走滿，初時是周身走的，那些

人叫做氣了，當它走到滿，充滿的時候，那些氣就叫做身輕安來的，身輕安充滿著一

身了，當身輕安起的時候，那個心輕安跟著後面了。身輕安就是生理的，心輕安是那

個精神的，心輕安，我現在講，心所之外，除了遍行、五個遍行，五個別境，除了這

十個之外，就有十一個善心所，十一個善心所有沒有人看過？記不記得？你記不記

得？你看過我那本書，看你記不記得？你記不記得？

聽眾：不記得了。

羅公：信、第一個信，我們有一種，對於某一種東西有一種正確的信念的時候，就可

以掃除萬難的，是嗎？「信」，第一個信。

第二個什麼？「慚」，自覺，自己想，原來我這個人是不應該做壞事的，叫做自

覺心。「愧」，怕別人譏笑，「愧」。無貪、無貪者，即是心很廉潔，很白潔，一點

貪念都無。能夠控制那個貪念的。無嗔、不惱怒，即是仁慈，仁慈，不是說沒有惱怒

就無嗔，對抗惱怒的是仁慈。無癡，「無癡」即是很清明那樣的。「信、慚、愧、無

貪、無瞋、無癡，」「精進」、即是勤力、勇猛，精進是第七個。第八個輕安了，第

八個輕安了，這個是心輕安，不是身輕安，那個身輕安起的時候，有一個心的感覺到

輕安的，感覺這個心輕安是善心所才有，平時不入定是沒有的。欲界的人沒有身心輕

安的，記住，欲界沒有的。入定就有，但是當入定時身心輕安一起，你就已經入了色

界了，初禪，你人是生在欲界，但實在你已經在色界的境界了，你的狀態出現了，已

經走進了色界裡面了。純粹欲界的是沒有輕安的，無身輕安、無心輕安，那個身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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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心輕安要起的時候就怎樣？

宗喀巴在再下一頁他會講給你聽怎樣起。修止觀，學修止，宗喀巴的最好，現在

為止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書了，這樣，外，如是正行，那麼怎樣正行法？如是正行就叫

做什麼？有九個階段，九個 stages，九心住，那個「住」當 stay那樣解的，stay，

九種 stay，心，九種心住，第一種「住」我講過了，不要被外界的色、聲、香、

味、觸吸引我們，我們把心拉回來，向內，當你坐在這裏的時候，你第一步就內住，

把心收在這裏，不要想外面的東西，這就叫做「內住」。

第二，「住」，內住一會就不見了，是嗎？現在我就不想，一會那個心又走去

了，要「等」，「等」即是連續，連續的內住，不要散，就進一步了，「等住」。多

多少少，除非你是聖人，如果你不是聖人，聖人出了定都一樣會散的，我們就會怎

樣？今日去初初入定學修止觀，今晚就散了，今晚修止觀，坐一個鐘頭就散亂，散了

一千次，假使是那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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