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內住就一會就不記得了，是嗎？現在我就不想了，一會那個心又走來走去，

「等」，「等」即是連續的內住，不要散，就進一步了，「等住」，你說不散，多多

少少，除非你是聖人，如果你不是聖人，聖人出了定之後都是一樣會散的。我們就會

怎樣？今天初初去入定學修止觀，今晚就散了，今晚修止觀，坐一個鐘頭就散亂，散

了一千次，假使是這樣。

一路修，修了十幾晚之後就沒有一千次了，就經過多次安住了，就八百次而已，

漸漸地再修兩個禮拜，這樣好！我今晚修了一個鐘頭定都是四、五百次亂而已，已經

又進步了，再修幾個月之後就一百幾十次而已，你不要以為亂就不行，你知道亂你就

了不起了。是嗎？最怕你亂都不知道，跟住它亂胡思亂想。你現在知道了，知道現在

亂了，當你知道的時候，即是你的心安住又回來了。「等住」。

這就是我老師，老師就在這裏，你有什麼資格做老師？你比得上這些，你就是老

師，你連見道都未見道。「又無分別心(與)有無明了之力者，」「以一切奢摩他定皆

(須離沈，)」他的講法怎樣不對？又要「又無分別心」，修止就「無分別」，修觀就

要有分別的嘛！這樣就錯了。有明慧，有明了相就叫做觀，無明了相就止，那就更

錯，何解錯？「以一切奢摩他定皆須離沈，」一切那些奢摩他的定一定要離開昏沈

的。

「凡離沈沒三摩地中，心皆定有(明)淨分故。」有明淨的分，凡是所有離開昏沉

的那種「三摩地」裡面的心，一定有一種很「明淨」的情況的，即是有一種明明、很

光明的狀況的，不會是一團黑的，

「以心未趣向無我真實者，亦有無量明、樂、無分別三摩地故。」因為那個心縱

使未曾趣向無分別，「無我真實」即是真如，未曾趣向真如的人，只有他肯修定，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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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那種明了快樂的相狀，那種無分別的、明了快樂的相狀出現的，你說要無，要

無光明相才是，才是止，你無光明相你就入了邪定了。

真正的定，輕安，有光明相的，光明相是怎樣？即是伶伶俐俐的，不會好像昏

沉，不會好像打瞌睡那樣，當你將近打瞌睡的時候，就會像一團黑那樣的，這樣就叫

做沉沒，無沉沒相的，無沉沒的情況的，一定好，你現在修下去，坐下去就好像微微

光明那樣，你如果說沒有的，這麼黑，你半合眼，不要讓它太黑暗，漸漸地你就看不

到外面的東西了，總之你修止的時候一定有少少光明，不會烏凜凜全黑那樣，不會好

像沒有知覺那樣，「暗相」、「沉沒相」是怎樣？第一就好像有東西拉著很重墜下去

那樣的，沉；第二是暗的，是嗎？第二是暗的；第三，好像沒有知覺的，具備這三種

事情就叫做沉沒，沒有沉沒相的，很昭昭靈靈那樣的，修止的時候就這樣的。以上就

講了修止與觀的本質了。下面就是以後才講了。

就「理須雙修」，只是修止不行的，只修觀也不行的，是嗎？一定要止成功然後

再觀才有用的。為什麼你這樣說？我未修止就要先觀？你盤起腳讀經就是觀了，那種

觀不是叫做觀，那種叫做「隨順觀」，真正的觀要起了輕安才是真觀，這樣即是現在

那些人呱呱叫，又說這樣，又說那樣的，他連到奢摩他都未得，你想得奢摩他真正你

要日日修，平時就要怎樣？這樣……

聽眾：1989年 6月 3日。

羅公：這個標題，大小二乘的所有功德都是修止觀的結果，第一個標題。第二個標

題：止觀兩種東西包括一切禪定了。第三個標題是什麼？講止觀的本質。止觀

的自性。三個標題已經講了，是嗎？

你如果真正學佛的，寧可少讀兩次《阿彌陀經》，這些都要多讀，這兩節，因為

何解？你讀經籠籠統統知道就了事，是嗎？現在那些人整天念《阿彌陀經》來做什

麼？你知道釋迦佛在《阿彌陀經》裏面教你西方有一個極樂世界，如果你肯虔誠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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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亂地來念，你會往生〔那裡〕，你知道就夠了嘛！你捧住那本《阿彌陀經》做什

麼？要過海，撐那艘艇撐過海，過了海你就離開那條艇就上岸，還要死攬住那條艇做

什麼？是嗎？這是什麼？「愚不可及」四個字，做人不要做得這樣蠢。很多人聽見我

這樣講就嬲了，有些人是這樣，譬如他一世人都念《阿彌陀經》，聽見我這樣講就真

是氣死他了，你氣死是你的事，不是我死，是嗎？你如果一個人這樣小氣的，就該死

了！是嗎？

好了，現在講什麼？第四個標題，「第四、理須雙修。」止觀要兩種一起修的，

只是修止不行的，只修觀也不行。所以現在有些人，有些外道不知，以為一味坐，坐

到那些氣周身轉，以為幾乎好似成仙了，那些正蠢人！你們不要學。有一種人說：不

用的！那些讀書人，我的智慧了解就得了！也不行。那些人是怎樣？前一種是有定無

慧，後一種是有慧無定，兩種缺少一種，好像那輛車，那輛車有兩個輪，少了一個輪

不能行的，叫做「理須雙修」，他這裡講得很好的。

看看：「譬如夜間，為觀壁畫而然燈燭」，這個「燈」字，夜晚去看畫，入一個

山洞裏面看壁畫，好像敦煌的那些壁畫在洞裏面，你看壁畫，你要點 一支蠟燭，着

「若燈明亮(又要)無風擾動，乃能明見諸像；」你想那些壁畫看得清楚，有兩個條

件，第一個條件，有明亮的燈，是嗎？燈暗你就看不到的，這個就譬喻智慧，「無

風」，無風就譬喻什麼？定，有風就你有燈都不行的。「若燈不明，(或燭雖明)或燈

雖明而有風動」，「是則」這個是字，「是則不能明見諸色。」你看顏色就看不到

了，看顏色就看不清楚了，「如是」，「如是」即是這樣，「這樣」即是英文的

thus，這樣。

「為觀甚深義故，亦須定解真實(義)無倒(的)妙慧，及心於所緣如欲安住而無擾

動，乃能明見真實。」這句何解？「如是」，這樣，上文，依上文的譬喻，那個修行

的人「為觀甚深義」，為了要觀察到那些甚深的義理，「義」就是道理，「亦須定解

真義無倒(的)妙慧，」需要有能夠決定了解那些真實義理的而無顛倒的那些智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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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有智慧，只是有智慧行不行？不行，還要怎樣？「及心於所緣」，以及你的心，

對於你所認識的東西，「緣」就是認識、了解，你所了解的東西，「如欲安住」，依

住你的、依住你的、你的希望，你的意欲，依照你的，「如」即是依照，依照你的意

欲而「安住」、安住即是 stay，stay，停在那裡，你想、你想看壁畫都要停在那裏看

的，走馬看花是看不清楚的，「如欲安住而無擾動，」這樣才能看得到，即是需要定

了。慧、定，「乃能明見真實。」這樣才能明，明，能夠了解這個真理的。

「若僅具有心不散亂無分別定，然無通達實性妙慧，是離能見實性之眼，於三摩

地任何薰修，然終不能見(證)真實性。」這個「真實性」指勝義諦或者指真如了。這

樣他這句怎樣解呢？「若僅具有心不散動(亂)無分別(的)定」，這句「若僅具有……

定」，具有定，怎樣的「定」？「心不散動的定」，又僅具有什麼？無分別的定，聽

得明白嗎？有幾種定，「然無通達實性妙慧，」但是你沒有能夠、這個「通達」者，

指什麼？認識、體驗、把捉，不能夠把捉到實性的，這個「實性」者，勝義諦，指真

如。

沒有一種能夠把捉到勝義諦或者真如的妙慧，這樣不行的，怎樣不行，「是離能

見實性之眼，」即是說拋棄了，「離」就是拋棄了，離開了，不要，即是等於你不要

那個能見到真如實性的眼，你不要，這個能見真如實性的眼就是智慧了，無分別的智

慧了。這樣，如果有一種無智慧的人，「於三摩地任何薰修，」任你日日修定，怎樣

熏習你的定力，怎樣修你的定力，「然終不能證真實性。」始終你一世、兩世、一萬

世你都見不到真如的。見不到勝義諦的。所以有此看起來，我們的智慧之所由上也。

所以我們想得智慧一定要讀經教，即是那個宗喀巴講那個支那堪布將那本《解深

密經》來踩，那些禪宗和尚一樣，不用的！不分別，一味坐在那裏，不起分別就可以

了，這種人一萬世，無量劫你都不能成佛的，這種人。很多人是這樣的，加拿大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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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走去美國那裏，美國有，日日在那裏坐禪，間中拿個話頭來想一想，想又想不通

那樣，昏昏欲睡，這些這樣的是什麼？可憐，這種人是可憐蟲。你在加拿大沒有人敢

講的，只有我老羅敢講這樣的話，說這種人是可憐蟲，這些人不行。那些人，那些人

全部都是鄉愿，驚死得罪人，得罪又有什麼所謂？現在加拿大法治的地方，他不能打

你的嘛！是嗎？不怕的，最怕如果有黑社會會炮製你的，那就不要講了，不會的，不

怕的，所以你們要記住！學佛要這樣。

你們年青人，那些老的，老的我就說爾爾了，無得講。年青人來日方長，你要怎

樣？學大乘佛教徒要破邪顯正，不破邪不能顯那些正，破邪顯正，不怕的，是嗎？你

說：我被人罵。怕什麼罵？人家香港、不！北京天安門那些人用血肉來攔軍隊都是這

樣了！你學佛，又說大乘，怕人罵嗎？大乘是要大雄無畏那樣才是大乘的，口講大

乘，那個心就小乘都不如的那些。「若雖有見能悟無我真實性義，然無正定令心專一

堅固安住，則無自在，為分別風之所動搖，亦定不能明見實義」。

法尊法師譯得很㪐㩿(艱澀)，但是他這樣，法尊法師是一個很虔誠的人，他怕，

他譯的時候不敢意譯，擔心按我們凡夫的意思將它來意譯，不知會不會失了聖人的意

思呢？所以他很小心，因為太小心翻譯就變成直譯了。不過太直接，太直譯不行的。

即是林語堂揶揄那些直譯的人，他早幾十年了，現在不會了，去到不知是星加坡

還是去到馬來西亞，見到一個火車站，有兩個，一條出路，一條入路，一句英文寫

住，那個出路就寫住 out only，那個出(入)路就寫住 in only，那個中文譯在那裡這

樣：「入唯」、「出唯」那樣，「入唯」、「出唯」，「唯入」、「唯出」都已經不

行了！、只可入，只可出那樣就行了！什麼「入唯」？「唯識」的「唯」， in就是

入，入，它沒有錯，它直譯，only 不就是唯？是嗎？「入唯」、「出唯」了，這些

叫做殖民地文化，現在沒有了！香港沒有了！以前香港，我們讀書的時候見到，沿步

路過，是嗎？什麼叫做「沿步路過」呢？真是不通的嘛！以往都很多這些東西的，那

些車站又是意譯，要學人意譯，譯得這樣不三不四，車站裏面人家 stop 一個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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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那些大的站，什麼分段的 sub-station，你猜香港怎麼譯？「如要停車乃可在

此」，以為文章很雅，誰不知笑死人。法尊法師就直譯，直譯有時好處就是保存了原

來的面目，不好處就是令人難解。

所以你們讀書仔，你譯書你記住這句話，嚴復，中國現代，中國人有史以來有兩

個最偉大的翻譯家，第一個就是玄奘法師，《解深密經》的譯者，第二個就是嚴復，

鳩摩羅什都不及他多，福建人來的，嚴復，譯了很多書，譯了十三種世界名著，不過

你們看就很難看，他用古文來譯，他有一句詩，「譯事三難：信、達、雅。」翻譯的

事情有三件事是難的，第一樣就是信，別人這樣講，你確實是照別人的講出來的內容

再講出來就要信。第二，信就是信了，還要通達，譬如你譯英文，或者將法文譯做中

國文，固然就要信，但亦翻譯成中文，中國人不識法文，不識英文都要讀得通才行，

達，通順，合乎這個國家的文化。第三是什麼？雅，雅者，典雅，不要太粗俗。不過

那個「雅」字是第三而已，最緊要就是信，信了又做到，如果你完全直譯，信，信而

不達，很多信而不達的，你如果看信而不達的，我注的那本，我寫那本《金剛經纂

釋》(《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纂釋》)裡面，將《金剛經》六個譯本的每一個排列

的，你看看隋譯，那個達摩笈多，隋朝的達摩笈多，你簡直是讀不通的，讀不通的，

何解他這樣？「信」但不能夠「達」，「雅」就不用講了，譯佛經譯到信、達、

雅都做得到的，玄奘法師就三樣標準都做得到了，頂額的標準了。第二個就是鳩摩羅

什，鳩摩羅什，鳩摩羅什「達」與「雅」都很好，「信」還差一些，何解呢？因為他

的程度不是很懂得中文，他識中文，但是程度還差一些。所以他有時將那句講錯，譬

如《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個「四無」，應該是

什麼？「無我想、無人想」，下面有個「心」才對，「無眾生想，無壽者想」，但是

他譯做「相」，其他的譯本都是用「想」字的，為什麼他這樣？可能中文的程度有些

差，你說他不識中文又不是，他會作中文詩的！

鳩摩羅什會造詩的，他那首五言詩梁啟超讚他，說他「顏謝」的！即是顏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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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456)與謝靈運(385－433)也不過如此而已！那首叫做……他有一個徒弟叫做

法和，他贈一首詩給法和，那首詩怎樣說？他很奇的，一首詩將他一世人的東西都寫

了，那是他還未死的，鳩摩羅什一生的歷史就寫在他贈給法和的那首詩裡面了，四個

階段寫了出來。

他以一個印度種的人，在維吾爾地方出世，沒有讀過中文書，只是來中國譯經之

前學一下中國話，居然寫得這麼好的詩：「心山育明德」，心裏面的山，「心山育明

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中國人很少這樣講的，那心

裡面的山，培育出那些「明德」出來，光明的德性出來，「心山育明德」，這是指

他，是這代表他的什麼？少年之前學習的時候「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

「由延」即是由旬，一由旬，一由旬現在到底幾多現在都有很多種講法，一「由延」

約莫(大約)對於什麼？英文幾mile那樣，一「由延」，因為有了這種「明德」就流布

出去，好像那些香那樣薰出去，萬里路的地方都受它的影響了，都受了他的教化了，

「流薰萬由延」，這是指他的什麼？指他在西方學成，在龜茲國做國師，各國的人都

跟他學習，「流薰萬由延」，連中國都知道有他，「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

上，」一隻很悲哀的鳳凰，鸞鳳，鸞鳳即是鳳凰，公就叫做鳳，母就叫做鸞，「哀

鸞」，很悲哀的「鸞」在那棵「孤」的梧桐樹上，是什麼？

中國人，那個呂光(338－399)帶兵走去搶他，在半路搶了他回來，停留在甘肅

省那裡，自己建國，稱梁王，他就不高興，他不信佛的，就整天折磨鳩摩羅什的，一

次他對付鳩摩羅什，拉來一隻惡馬，搞不定的，不聽話的，你大師這麼好學問，幾乎

聖人一樣，人人當你聖人，你一定是有辦法的！替我搞定那隻馬吧！找隻惡馬要鳩摩

羅什去訓練，鳩摩羅什不知怎樣又好像搞掂定了，鳩摩羅什可能有些神通的，難為

他。一會又說，你太寂寞不行的，他俘虜他回來的，又俘虜了龜茲王國的公主，他

說：你這樣寂寞不行的！你與公主結婚吧！硬要那個龜茲王公主與他結婚，人家和尚

不結婚的，不行！你要結婚！結婚了，鳩摩羅什是不是真是被逼就不知道了，他的歷

史就說是他逼他與龜茲王公主結婚，然後慢慢後來等了十幾年，然後才入中國，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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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哀鸞孤桐上」了。是嗎？

當他那麼辛苦的時候，那十幾年，到一入中國之後，就在長安逍遙園裡譯經了，

全國的老莊學者全部都走進去跟他學習，弟子，學者全部都是出名的足有三千人，那

時就真是「清音徹九天」了！南方的那些慧遠這麼有地位的法師都整日寫信去請教

他，還有，他所譯的經，現在我們日日還在讀，《阿彌陀經》那些，現在我們讀《金

剛經》也多數讀他譯的那本，真是「清音徹九天」了！「哀鸞(雖然在)孤桐上，」牠

一叫的聲音會「(貫)徹九天」的。真了不起！這個印度人造中國詩，印度種，他不是

真的正式印度人，是印度種，而且寫得這麼好，未讀過中國書的。梁啟超在那裡大讚

他：說他「顏謝」也不過如此而已！

這個譯文現在你看，「若雖有見」，佛經裏面的智慧，即是 wisdom，時時用

個「見」字講，「雖有見」能夠悟，能夠領悟到那個無我的真實性的道理，這個真

實，「無我的真實性」，「無我的真實性」即是真如了，的「義」，道理，「悟

道」，「悟道」者，即是什麼？好像禪宗的人那些小悟的開悟的悟道，不是證到，是

悟到，你們都悟到的。

「然無正定令心專一堅固安住，」但是你如果沒有一種好的定，沒有一種能夠令

你的心專一，安住，很堅固，很安定那樣，集中在一種境的，這樣你雖有智慧都無

用，「則無自在，」你的智慧都沒有「自在」力，證不到的，講而已，只得一個講字

而已。你沒有定力就「為分別風之所動搖，」整日被那些分別，分別者，即是思維，

整日被那些思想的風動搖你，「亦定不能明見實義，」這種人亦一定不能夠證到真如

的，不能夠證到勝義諦的，這個「見」字亦是當智慧，現在用來做動詞用，上文的

「見」是名詞來的。

「是故雙須止、觀二品」了。「二品」即是兩類東西，止與觀兩類，都須要。如

《修次編中》，「如《修次中編》云：」《修次》呢，中國就沒有這部書的，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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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藏人造的，《修道次第論》，是西藏人造的，他說：好像那本《修道次第論》的

中編裡面這樣說，怎樣說呢？那本《修道次第論》這樣說，「唯觀離止如風中燭，瑜

伽師心於境散亂不能堅住，不生明了智慧光明，故須(當)雙修。」識不識解？需要解

嗎？「唯觀離止」，只是會修觀，而沒有修止，沒有定，就等於在風裏面的搖動的蠟

燭一樣了，看不清楚東西的，照不清楚東西的。

「瑜伽師」，「瑜伽師」是什麼？梵文叫做 yog c raā ā ，又譯作什麼？yoga

master，又譯做 yogi，瑜伽師。即時修瑜伽的人，普通叫什麼？整日修止觀的、修

禪定的那種人，你們現在怎樣？星期日那些什麼般若坐禪會，裡面那些統統是瑜伽

師，瑜伽師都有高有低，高者就是佛，低的就像你們坐的又是瑜伽師。瑜伽師，即是

修止觀，修禪定的人，「心於境散亂不能堅住」，如果心會散亂，不能夠堅定住在那

裡，他就會怎樣？「不生明了智慧光明，」他不會有一種「智慧光明」，所以一定要

「雙修」，定也要修。

好了，這樣就先停一停。

不過，一解過之後你就可以清楚了，很寶貴的這個《涅槃經》了，引我們中國譯

本的《大涅槃經》了，「《大般涅槃經》云：」

聽眾：喂！我放了！

「聲聞不見如來種性，以定力強故，慧力劣故。」「聲聞」即是三乘裡面聲聞乘

的人，聲聞乘的人不能夠見得到如來成佛的種子，如來種性即是成佛的種子，種性就

當種子解的，即是聲聞人不能夠表現成佛的大乘的思想，何解他們會這樣？「以定力

強故，慧力劣故。」他有定無慧，即是慧力不行。所以你不要以為那些羅漢很了不

起，神通或者很了不起，定力了不起，但是智慧與我們差不多的，說不定比我們的智

慧還差一些，不過他們有無漏智起，我們就沒有無漏智，普通的智慧，那些羅漢很蠢

9



的，你讀一下那些佛經，讀多些就知道，那些羅漢很蠢的，當然有些好了不起，好像

舍利弗、目犍連那些就很了不起，其餘的那些很蠢的，蠢到怎樣？那些修小乘的人，

你當然以為佛的弟子就很了不起了，是嗎？那一千二百五十人怎樣，如來佛弟子裏面

有很多整天打架的，有些打架的，那些弟子……

佛涅槃之後沒有多久，阿難都還未死，那些經多數是阿難結集的，阿難都未死，

阿難晚年到處去遊，已經退休了，到處去遊，遊歷，見到有一個小沙彌，即是出了家

未曾受具足戒的那些小沙彌，在那裡念一首偈，念經裡的偈，那首偈怎樣說：「若人

壽百歲」，一個人，如果一個人壽命有一百歲，「若人壽百歲，不見水老鶴」，還未

見過在水上的那隻老的白鶴，「若人壽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不似

得生一日，「而得到見之」，而見過那隻水老鶴。念佛經念出四句這樣的東西出來，

「若人壽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就)而得到見之。」阿難聽見那個小沙彌讀

經，為何這樣搞法？什麼「若人壽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就見到那隻

水老鶴」？阿難說：你讀錯了！叫那個小沙彌，快些改正它！小沙彌說：怎樣改正？

師傅教我的！教我讀的這幾句。你不要師父教，這些經是我結集的，我是阿難來的！

那些經是我結集的！快點改正它！

「若人壽百歲，不解生滅法」，即是若果一個人活了一百年這麼老，不解得生滅

法，對於這個宇宙間的生生滅滅的道理都不了解，就「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他說：經是這樣的！聽不聽得明白？「若人壽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

了解之。」這個即是孔子所謂什麼？「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夫子有一句話說：早

上聽到道理，了解真理，晚上死都無所謂了，最慘就是不了解真理。這樣阿難就矯正

了那個小沙彌，那個小沙彌就走回去念給師傅聽：我見到阿難尊者，那些經是他結集

的！他說你教我的是錯的！「若人壽百歲，不見水老鶴」是錯的！是「若人壽百歲，

不解生滅法，」他替我改正了！他說：經是他結集的，他講的才是對的！那個師傅就

好像現在北平那班人那樣，老羞成怒，那個師傅說：嘿！阿難這些老朽了！太老了！

那時阿難已經很老了，阿難老朽了，他自己結集的東西都不記得了！快些！師傅教你

的才是真的！有這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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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不要以為佛經句句都可靠，那些人一路這樣念，念著念著，一個傳一個，

一個傳一個，可能加多幾句，可能減少幾句，又可能將這句「生滅法」變成「水老

鶴」之類都說不定，很可能的。

所以現在那些人以為讀佛經，不要讀論是不行的。論就不是，論就是那些後代的

學者，整得清清楚楚的，你想看這段故事你就去看，這裏沒有了，你去找圖書館看，

《飲冰室文集》梁 超啓 (1873－1929)，這裏有的，《佛學研究十八篇》好像有這篇

東西，梁 超的，裏面有一篇東西，整段講及這件事。不能烏凜凜啓 (懵懂)：這些佛說

的都不對？佛講的是對的，最怕你們這些人讀一下傳一下，漏些、加些就會這樣了。

所以要以理為宗，你樣樣要，思想一定要先學邏輯，即是你要用比量，一定要合

情理。這樣你們年青人，我就帶了這本給你，你們哪個要就印幾本。買、我叫人在香

港買，很便宜，香港三元港幣一本，替我買十套八套當禮物送給人。誰知沒有得賣

了，中華書局沒有得賣了，以前中華書局代理的，很淺的，呂澂先生解《因明入正理

論》，用白話來解的。而且裏面很豐富，裏面有兩篇附錄真好！解釋玄奘法師的「真

唯識量」。

何解小乘的聲聞沒有如來種性呢？智慧這麼差是因為他沒有如來種性，慧力不

夠，定力是強的，所以那些羅漢神通很大，但智慧力不夠，「菩薩雖見而不明顯，慧

力強故，定力劣故。」那些菩薩又些就見道，又有慧，理論很好，很聰明，但是他所

見的因為定力不夠，不夠明顯，由於這個「慧力強 (故)，定力劣(故)。」「唯有如

來」就不同了，「唯有如來遍見一切，」所有東西他都能夠見，何解如來佛為什麼會

這樣了不起呢？「止、觀等故。」止是定，觀是慧，止、定、慧平等，所以他說，

《涅槃經》講的，下面也是：「由止力故如無風燭，」肯修定就好像點起蠟燭而無風

吹，照東西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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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分別風不動心故，」就是起思維分別的心，這個「分別」者，是指什麼？用

概念來轉動與執著的這個分別，這個「分別」者是指什麼？主要指遍計所執，遍計所

執的分別心，「不動」，不擾動我們的心，「由觀力故，永斷一切諸惡見網，」能夠

把那些惡見，「惡見」即是惡的智慧，惡的智慧好像網一樣綁死他們的，這個惡見的

網一定要用慧然後才能夠破的，破、有力量能夠破邪，而不為邪所破，「不為他

破。」以上的就是《涅槃經》的。

他所根據的《涅槃經》就不是我們中國的譯本，是西藏的那個譯本。另外有一本

也是中國沒有的，西藏才有：「《月燈經》云：由止力無動，由觀故如山。」兩句

偈，由於你能夠修止，由於你的心能夠定而不動，由於你那個觀的緣故，你就在一個

很定裏面了解這些東西，下面他解釋：「心無散亂，安住所緣，是修止(的) 。」這迹

句怎樣解？我們的心不亂、不散，能夠安住，很定、很定地對準、安住在我們所認識

的對象，即是在定中想著那些東西，這樣，「是修止(的) 。」迹

這種就是修止的途徑了，「 」即是途徑了，即是英文的 迹 way 字。「證無我

義，斷我見等，」「斷我見等一切惡見」，這裡漏了那個「一」字，「敵不能動，猶

如山王，是修觀 。」這個譬喻山不動，不為邪見所動，如果一個人能夠心有智慧，迹

能夠證得無我的道理，斷除「我見」等，「我見」等等這一類的惡見，「我見」就是

惡見的一部分來的，惡見裏面分了幾種的，大家學唯識的人要識得的，什麼叫做「惡

見」？現在那些人整日說：你又起惡見了。

什麼叫做「惡見」呢？惡見裡面分為幾種的，一種叫做「薩迦耶見」，這個「薩

迦耶」，這是一個可壞的身體，可壞的身體，「薩」即是可壞，「迦耶」即是身體，

那些人每每在一個可壞的身體上面執著這個是我，起種種的見，這個「見」者，用智

慧來執著它是我的那種見，叫做「我見」。裡面即是什麼？「我見」與「我所見」，

我有個永恆不變的自己，這種見，這種執叫做「我見」。我所見，一執著有個我，就

跟住我所有的東西了，即是這樣，我先執著有個我，執著有個我了，執著有個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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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摸摸頭髮，這是我所有的頭髮了！這隻是我的手了！那隻是我的腳了！我所、我

所有的東西。執著有我叫做「我見」，執著我所有的東西就叫做「我所」，很緊要

的，那些人，這個是我的兒子，那個是我的父親，這是什麼？一切、世界上一切戰爭

都是由這樣起的。

有一句很有名的話，我那張床前面不許可有人在這裡睡覺的！「臥榻之旁(側)豈

容他人鼾睡。」(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太祖》) 我睡覺那張床側邊，怎許

可有人扯鼻鼾睡覺？太吵了！趙匡胤講的！「臥榻之旁(側)豈容他人鼾睡。」即是扯

鼻鼾睡覺。這是什麼？這是「我所見」，是嗎？

兩種合起來就叫做「薩迦耶見」，斷除了「薩迦耶見」你就叫做阿羅漢了。阿羅

漢就是這樣了。是嗎？第一種是「薩迦耶見」，第二種「邊見」，你自己要寫住了，

即是執著那個我之後有兩種人，一種人是執著什麼？那個「我」即是靈魂來的，是永

久不滅的，這是什麼見？

羅公：陳芷君？

聽眾：常見。

羅公：常見，常見了。

常見是邊見的一種，「邊見」即是邊執見，執著，有一種人，那些講唯物論的是

怎樣？人不過是那些細胞造成的而已！是生物，人死如燈滅了，哪裏有靈魂、有天

國、有極樂世界這些東西？人死就沒有了，趁未死就做這些東西，閉上眼就沒有了！

人死如燈滅，這個是什麼？斷見，是嗎？斷見與常見，這個就是邊見了，還有，邊見

不止這麼窄的，有人說這個世界永恆的！常見，這個世界沒有的！整日變化無止境

的，總有一天，這個世界全部被那些核子一爆，全部都沒有了。這些是什麼？「斷

見」了。總之常見與斷見就叫做邊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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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叫做「邪見」，邪見是什麼？不信因果，不信、不信有佛可成，不信佛所

講的法是真理，不信有那些大菩薩僧，不信三寶，不信因果，這些這樣的，在佛家叫

它做什麼？邪見。

第四種，「見取」，這個「取」字當執著解了，有了上面的這見了，又有了「我

見」、又有了邊見、又有了邪見，這麼多種見就齊了，或者隨便抓了一件，有了很多

種「見」他就不肯檢討自己的「見」對不對了，他就說：我的見解一定是對的！還有

錯嗎？是嗎？我這個見解最好的了！人人都是這樣的，是嗎？你說：我沒有的！我很

謙虛的，那是騙人的，你回去關上門，你就覺得自己好過一切了，是嗎？你想想是不

是？你說是不是？總是覺得自己的見解是對的，是嗎？口頭就謙虛，嘿！請教！這些

其實全部是虛偽而已！這些是「見」了，有了這種見，隨便一種見，還取它是好東

西！執著，「見取」，只是有三種還沒那麼要緊，加了「見取」更加不得了，是嗎？

這樣，最後了，一有了上面這四種見，就產生這種東西了，叫做，「戒禁取」

了，這個戒不是指佛家的那些戒，是指那些外道的什麼戒條，外道有很多戒條，是

嗎？有些是什麼？樣樣肉都可以食，只是狗肉不能吃，有些是這樣的，回教徒什麼都

可以吃，豬肉就不能吃！牛肉又能吃，整日 牛，是嗎？豬肉就不行，碰一碰也不劏

行，這些是戒，他們的戒條。「禁」就禁忌，很多人有禁忌的，星期五一碰到黑貓就

什麼都不要做了之類。是嗎？禁忌嘛！好像以前我們，我媽媽就是這樣了，我小的時

候，抱出去碰到那些女人大肚(孕婦)的，回來就會發燒的，見到大肚婆(孕婦)回來會

發燒，細路哥(小兒)會病的。是嗎？其實何來有關係呢？是嗎？好像那些人怎樣？女

人有月經就不要入佛殿拜佛，很多人是這樣的，入佛殿又要束住褲腳才進去，因為何

解？因為大小便的那些氣息會保留在這裏，在褲腳走出來整污糟那座佛殿。所以你看

那些人束褲腳束得很難看的，這些之類，這些是執著，還有你們大家去吃東西那樣，

有沒有，有沒有豬油的？吃囉！這是什麼？都是戒禁取的那一類東西，是嗎？

所以要除的！郭太太！我告訴你。你想成羅漢無所謂，你不食肉但就可以吃肉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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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你不要炒過另一碟，不行的！就是戒禁取了，是嗎？不用的，桂先生也是，我們

吃炒牛河，你可以食河粉，不食牛肉，不怕的！否則你仍然是戒禁取的，戒禁取是惡

見之一來的！不是好東西來的，這五種叫做「惡見」，又叫做「五見」，學佛的人要

知道五種，以前禁忌就很多了。是嗎？還有些禁忌的，我以前在香港整日都很喜歡去

跑馬，時時看跑馬，我有個同事，一入到跑馬地，跑馬場的門口不是有一間養和醫

院？有一個和尚下來，那個和尚是誰？是王聯章的師父，他在養和醫院不知看哪個

病，他從養和醫院落來，我們去跑馬場，剛好在那裏下車就碰見他，我的同事那天一

去就輸了千幾銀！因為我去到，我與那個和尚打招呼，與和尚打招呼就停在那裡聊

天，是嗎？他也陪我在那裏聊天。他說：羅先生，你今天最衰你了！去到跑馬地門

口，馬場門口碰到那個衰神！光頭佬搞到我輸、輸、輸，幾年來都沒有試過輸這麼多

錢的！、這些就是戒禁取了！活該他輸的！這種人！從前你知道嗎？說出家人他不走

過那些賭館門口的，要繞路的，你知不知為什麼？

聽眾：輸光頭。

羅公：那些人見到你打你的！一巴二巴打你的！警察都不抓人的！政府都不理的！

你出家人行到那些賭館、那些番攤館門口，剛好遇著他輸到起火的時後，或者剛

想入去賭的時候，他會打你兩巴才進去的，他打了就沒有事的，不打你他會輸光的。

你不知？你那些老一些的就知道了！以前是這樣的！所以那些出家人，出家和尚告誡

弟子，你不止不要進番攤館賭錢，你門口都不要經過，不然那些人會打你的！真是會

打他的！惡見，一切有惡見的敵人都不能動搖你，所以就「如山」。

這種是修觀的途徑了，或者痕跡的狀況了。「故於此二」，「二」即是止與觀，

就「應知差別。」應該知道止與觀是不同的。是嗎？但是兩種都很重要。

「又於未成奢摩他前，雖以觀慧觀無我義，心極動搖如風中燭，無我影像且不顯

現(明顯)。」這裏解釋一定要修止成功真正的智慧才會出現的，如果未能成功修奢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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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即是修止未成功，那個人雖然他的觀慧能夠觀怎樣無我，很大套理論，但是他觀

的時候，心仍然是動搖的，好像風中的蠟燭那樣的，那時那個無我的真影像在我們的

心裏面不現的，「且不明顯」的，不能顯現的。

「若成止後而善觀察，則已滅除極動過失，方能明了無我影像。」如果另外一個

人修止修成功了，然後再是很善巧地好好地在止裏面去修觀察，「則已滅除極動過

失，」這樣他就不會極之搖動那樣的過失了。那時候就真真正正就好像觀一個無我就

確實覺得無我的，好像六祖講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那樣。

所以下面就是結論了，「故毘缽舍那不散動心，是從無分別奢摩他生，通達實義

非從止生。」他這裏解釋給你聽，所以「毘缽舍那」，即是觀，觀的智慧，那種是不

動的心，當你修觀的時候能夠不動的，很清楚的，何解你能夠做到這樣？「是從無分

別奢摩他生，」是平時修止，修止成功，是止裏面，在無分別的止上面修觀，然後才

這麼清楚的，但只是止也是不行的，「通達實義非從止生。」真正瞭解，證到勝義與

真如要靠慧，就不是由止生的，止可以引生慧，助你生慧，慧然後可以證得勝義諦、

證得真如。

「又成就奢摩他已，非僅能遮正觀無我性慧動搖過失，即修無常、業果、生死過

患、慈悲、菩提心等，凡此一切修觀慧時，於所緣境散亂過失，亦皆能遣。」他這裏

講修止的好處，又修止，「又成就奢摩他已，」當一個人去修定，修成功這個止了，

這樣你就又會怎樣？不止能夠防止，「遮止」即是能夠防止，不止能夠防止那種什

麼？「正觀無我」，無我即是空，正觀這個修空觀、修無我觀，那種「正觀無我

性」，觀無我的那種那樣的情況，就叫做「無我性」，觀無我性的那種慧，不會有搖

動，你因為修奢摩他成功，不會有那種慧搖動的過失，不只修無我可以，修無常觀，

修這個生死輪迴的業果觀，還有觀生死的過失、禍患，還有修慈悲觀，修菩提心觀等

等，「凡此一切修觀慧」等等，你都能夠對於你所觀的所緣的境界不會有散亂的過

失，所有「於所緣境散亂過失，亦皆能遣。」「遣」即是遣除，所以一定要先修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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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於所緣無散亂故，所修眾善皆有大力，」各種觀，即是例如無常觀、無我觀

這些，你修這些的時候，你都能，如果你修止成功，你對於你所攀緣、所了解、所觀

的那些境界就不會散亂了，你不散亂你所修的善法就會發生大的效用了，發生「大

力」了。「大力」即是大的效用。

「未得止前多是散心，故所修善皆悉微劣。」你未曾修止成功的人，你所修的觀

都是什麼？都是散心，散心就與定心是相對的，定心就是修止成功那時的那種叫「定

心」，散心就是你們在這裏聽，我在這裏講所用的心就是散心，未得定前，你雖然是

我現在蒲團打坐，我現在想了，如果他未得奢摩他，都是散心。那些閉上眼睛在搖搖

晃晃，他以為可以了，其實他都是散心來的，他得了奢摩他然後才真正是定心的。所

以你如果連《解深密經》都不讀，這些都不讀，就說怎樣坐禪，如何如何，全部都是

漏氣的這些東西，是嗎？這樣散心，你修觀，很微劣的。

好了，下面了，「故成止後，更須修集緣如所有及盡所有妙慧、施心、戒心、忍

辱、精進、淨信及厭離等無邊眾善，滅無邊失。」所以你修禪定，第一步是修止，修

止成功之後了，修成止了，你就要怎樣？不是說這樣就夠了，「更須修集」，「更須

修集」什麼？修集那幾種東西，第一，「緣如所有(性的)妙慧」，「緣」，即是攀

緣、了解，了解「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即是勝義諦，真如的這種妙慧。修什

麼？「盡所有性」，「盡所有性」即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等，這些這樣的有為

法上面的各種品類，品目，「盡所有(性的)妙慧」，與什麼？再要進步修什麼？「施

心」，那時候與現在的布施，你現在捐一萬元出來那麼捨得，都不及得修奢摩他的時

候，入觀的時候修施心與真的洗淨的心，清清淨淨的布施的施心。「戒心」、修「戒

心」、修「忍辱」、修「精進」、修「淨信」以及什麼？修這個「厭離」世間等等。

這個無邊的善法的心，「滅無邊失」，當你修的時候，都無過失的，你修止成功之

後，都無過失的，所以一定要修止又要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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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唯安住一所緣境者，是未了知修心(止)之義，」不能，那個「義」字加上一

撇，「不能增長廣大善法(行)。」一句。如果你只是，「唯」即是，只是安住，「安

住」即是停留在那裏，「安住」兩個字，停留在這裏，停留什麼？停留在一種所緣的

境，譬如念阿彌陀佛，你整日只是念阿彌陀佛，不觀這些其他道理的東西，譬如你修

月輪觀，你一世都只是想一個月輪那樣，這樣就即是有止無觀，你就會怎樣？實在連

你怎樣修止你都未了解，修止不過是什麼？只是一種手段而已，你得到了修止成功，

你要修觀，因為斷煩惱與證果是靠觀，不是靠止的。

聽眾：先走了。

羅公：好了，你夠鐘，你要走了。

所以你如果只是修止不是修觀，這種人就是連修止的意義都未懂，「是未了知修

止之義，」這種人是怎樣？「不能增長廣大善法(行)。」縱使他日日敲經念佛，這種

人都不能夠增加他的善法的，善行的，「廣大(的)善行」的。

所以，「唯久修習正奢摩他，僅能壓伏現行煩惱，終不能斷煩惱種子」的。你只

是修定，定的時候煩惱就不起了，但那是大石壓草而已，不能夠剷草除根，你整草，

你一味拿東西來壓它是不行的，你那塊石頭一移開那些草就生了，你想怎樣？你找個

東西連根拔起，那種東西就是智慧，連到那些煩惱的種子都剷除。

你說宗喀巴講空宗就不是完全空宗的，他又講種子，種子是唯識宗講的，是嗎？

所以宗喀巴這些是炒雜的，不能夠說他完全是空宗，不能夠說他完全是唯識。不過他

修定、修奢摩他就用唯識，用《解深密經》，到修觀他不用了，他用修空觀，用龍樹

菩薩的觀。不過他有很多時候，講戒律他就用唯識的戒律，菩薩戒，講理論講不通的

時候他就拿唯識宗講的，借兵。他就在那裏講種子，所以人人說宗喀巴完全空宗，其

實他不是純粹的空宗，不過你說他完全唯識也不是，他少少，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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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非唯修止，亦定應修觀。」這句不用解了。

引《解深密經》做證了，「《解深密經》云：由靜慮故，降伏煩惱；」，「靜

慮」即是修止，修定，由於你修止，這個「靜慮」本來就叫做「禪」，譯中文，這個

字就譯做中文就是「靜慮」，「由靜慮故」，就能夠降伏煩惱，不能夠滅煩惱，但你

想滅煩惱你要怎樣？

要觀，觀是什麼？觀是用智慧，智慧就叫做般若，「由般若故，(能)斷諸隨

眠。」「隨眠」就是煩惱種子，煩惱的種子叫做「隨眠」，《解深密經》這樣講，

「故欲斷諸」又漏了一個字，「欲斷」，「斷」即是剷除，「欲斷」、欲即是

想，wish，「欲」，所以你想斷除各種障，「障」即是煩惱障、所知障，就引發這

個清淨的智慧，「應依奢摩他而修妙慧。」所以第一步就是修止成功，修止成功之後

就依據你的止的力量，在止上面修妙觀，「妙慧」，妙的智慧就是觀了。

以上就講了，一定要兩種修的，只是修止不行的，只是修觀也不行的，這樣就明

白了。

你找不到，任你怎樣去圖書館都找不到，找不到這麼好的教你修禪定的書了，找

得到，你說找得到一定是騙人的。

好了，我今天就講了「理須雙修」，就到你們講一下了。

聽眾：1988年 6月 10日。

念佛是誰？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只是想念佛是誰？當你這樣的時候就叫做止，你

真正想：到底我為什麼要念佛？我現在念佛，誰在念呢？一路追溯來到想，用你的

想，這樣就叫做觀。是嗎？這樣，你觀不觀得到？念佛是誰？你試一下一路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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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觀下去，念佛是誰呢？

現在我羅某人，在這裏念佛，羅某人到底是誰呢？父母生我，有了個肉體，又在

這個世界，又有了中國傳統的文化一路傳下來，所以我認識很多東西，這樣就是形成

一個假的我。念佛者，就是這個假的我。是嗎？假的我又是怎樣來的？一路追，是

嗎？這樣又要多生的業力，是嗎？就十二因緣了，無明緣行，行緣識，所以一路至到

有今生這個東西，何解又會有無明？何解？不知道的。

無明根本就是虛妄，這套東西，十二因緣這套東西都是佛假立的，如果真正的這

個世界的真相是什麼？是不可說的，離言的，勝義諦是離言的，所以凡是我們想的，

這些都是概念、名言，都是搔不 癢處的，都是這個世俗諦的假立，所以真的勝義諦着

講不到，講不出，講的出的都不行，都不是，所以要平息我們的妄心，就觀什麼？觀

這個無相，凡所有相都要撇、撇、撇，撇，撇，現在的人解無相，撇這個相就說這個

相是空的、沒有的！這個不是這樣解的，如果無的，沒有的，你試一下，炸彈掉下來

了你不要走！是嗎？你又說要走，這樣即是說不是完全沒有。何解一定說這麼矛盾

呢？忽然間又說沒有的，用火燒他又說覺得痛，但又說沒有的！那就何解？講不通

的。

其實所謂無相是怎樣的？沒有這個實相，只是幻相，這個幻相是做什麼？是不是

沒有的，不是無，這個叫做「依他起性」，「依他起性」不是無，不過、不過是由什

麼？由業力所引，眾緣和合所成，當眾緣和合的時候就有這種東西出現，當眾緣散壞

的時候就沒有了。所以「依他起性」，當前的「依他起性」不是無，這樣何解要無相

觀？

「無相觀」者，就是在定中排除，知道它是虛妄的，不想它，令到這個「依他起

性」在定裏面不出現，沒有「依他起性」的影子出現，所有影子都沒有了，那時就好

像大地平沉那樣，你就見道了。是這樣的「無相」，不是說沒有了「依他起相」，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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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依他起相」？最好你用火烙一烙他，你說沒有嘛！是嗎？一巴掌打下去，你說

沒有？我現在打風而已，不是打你，是嗎？所以那些人不通就是這樣，矛盾的，就是

這樣。

好了，現在我們讀了它這裏，「理須雙修」已經讀了，第三頁，現在是第四頁，

第五是嗎？「第五、次第 定。」有幾個「次第 定」？我先講給你知，他的這個意决 决

思就是這樣，一定要先學修止，修止成功然後才學修觀，次第就是這樣決定是如此。

那我先修觀可以嗎？行！你修止成功後就任你哪種先，未成功之前一定先修止，明白

嗎？這是一點；

第二點，這樣。你又說經就這樣說，「獨處空閑作意思惟。」是嗎？將你所聞，

所聽聞的什麼？三藏十二部經的法假安立，「契經、應頌、記別、諷誦、」這麼多東

西來想，想的時候還不是觀？即是說先觀後止了！是嗎？答案是怎樣？不是！未得輕

安以前，就連觀亦不是觀，止都不是止，得了輕安之後才叫做止，得了輕安之後來觀

那些然後才叫做「觀」。

未得輕安之前的那些那樣的觀，就不是叫做觀，那些叫做什麼？「順毘 舍那作鉢

意」，未得輕安之前，你入定之前，你先想一想經裏面的那套東西，這種不叫做觀，

我們仍然叫它做「作意」，起了這個念、心念，就是「隨順毘 舍那」，毘 舍那是鉢 鉢

觀，連觀都不是！是「隨順觀」而已！

即是這種東西肯這樣做，跟著我們就很容易可以觀的，叫做「隨順觀」，即是

說，你們在大學裏面讀書嗎？你現在都未入大學，在裏面不過做什麼？就預科裏面，

做個預科學生而已！不過你肯在大學旁邊到預科讀書，就還不是真是大學生，不是真

是觀，叫做「隨順觀」。特別加個「作意」，是一種意念來的。你知道了，你不要以

為我現在先觀後止。你沒有資格講這句話，你未得輕安之前你沒有資格講這句話，你

哪裡是先觀後止？你先是用「隨順觀」，然後才修止。你這樣講就對了，你不是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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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止。

第二種，你說：現在我精神集中在這裏了，整天想著丹田，或者整日想著山根

了，這樣我現在是止了。你不是止，我告訴你，你叫做「隨順止」，「隨順奢摩

他」，你是一種作意，叫做隨順奢摩他的作意。你不是，這樣都不是止嗎？「止」

者，一定是起了輕安的，你都未起輕安怎樣叫做止？是嗎？有了輕安才叫做修止成

功。

所以現在這些人自己以為我坐在那裏，我想那個丹田，還有些氣走一下暖暖地，

我現在就修止了，修觀了！他都戇的！自己、等於自己關上門封自己做皇帝，未得輕

安之以前，你連止都不是。佛講的！不是我講的！一會你就快讀到這裏了。這個叫做

「隨順奢摩他作意」。

好了，這樣即是最緊要就修到得輕安，怎樣得呢？你修，次第決定，你一定先學

修止，你修止之前你先用那個「隨順毘 舍那」，先作意引起，聽不聽得明白？修瑜鉢

伽，修靜坐可以減少睡眠的。是呀！這樣我譬如我要睡八個小時，找兩個鐘頭來到打

坐，這樣好不好？我說：不行！你切不可！你切不可！你切不可！你睡不夠，精神不

夠，你就去睡覺，先不要坐，睡夠才坐，這句話虛雲講的，人家那些七、八十年靜坐

的！他的經驗是這樣。

你有些人說：我都不用睡覺的！又是戇的！虛雲講的，虛雲跟住他這樣的講法：

那些平時很少事業做的，歷年已經坐了幾十年的，他可以不睡覺，可以的，有人可以

的。他不睡，但是他坐在那裏就像睡著一樣的，是有的，但是你們不行的、不行的。

他還說：切不可，切不可這樣做法。說了幾聲：切不可！切不可！這樣就可見這件事

的嚴重，現在有很多人就整天說不睡，不睡覺，有些叫做什麼？

聽眾：不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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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倒單，是，那些不倒單。

不倒單，我有一個，我有一個前輩，荃灣、荃灣的那個什麼山？東普陀那裡不知

叫做什麼山，茂峰是不是東普陀？東普陀那個茂峰法師呀！他修不倒單就搞出內傷！

他自己講的！七日就吐血了！不倒單呀！那又怎樣？我問他後來怎樣？

他說：我後來不做了！不幹了。

我問：你是怎樣？

他說：我只是念阿彌陀佛了！我不搞這套東西了！

他說：我七日就吐血了。

我說：吐血之後你一路不做了？

他說：我不做了！我一路念佛念到一心不亂，我不做那套東西了。

他不打坐了。他花了幾年功夫，因為學不倒單，這樣就幾年功夫費於一旦，結果

走一條路去念阿彌陀佛！

好了，你看看，次第決定。「如《入行論》云：」有一套書，中國好像宋朝人有

譯本，寂天菩薩造的，叫做《入菩薩行論》，西藏人很注重這套書的，叫做《入行

論》。他引《入行論》來解。「當知具止、觀，能摧諸煩惱，故應先修(求)止。」一

句。這句不用解了。

我們應該知道，修行的人應該具備修止與修觀，因為具備修止與修觀兩種就能夠

摧毀那些煩惱的，既然如此了，所以我們怎樣？應該先修止，先學修止，《入菩薩行

論》就這樣講了，即是要先修止，學修止。

「謂先修止，次依止故，乃修妙觀。」一句。這樣中間那些不等使的我就略掉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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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爾」，「若爾」即是如果這樣講的話，即是如果是這樣講法呢，「觀前修止

為何耶？」何解我們觀之前，佛教我們要怎樣？「獨處空閒作意思惟」，那樣不是

觀？是嗎？觀前修止嘛！「爾時但是毘缽舍那相應作意，」即是我寫出來的，我就略

了「相應」兩個字，是嗎？因為寫了「相應」兩個字你就更加難解，是嗎？與「毘缽

舍那」相應的那些作意。《解深密經》就這樣講了。

若果用我們的觀慧，用我們的智慧，能修觀的智慧「而修思擇，」這樣來修觀，

「思擇」即是觀，用我們的智慧去修觀，「乃至未起身心輕安，」由你開首修那日

起，一路至到你還未得到身心輕安，這麼長的時間止。這一段時間，「爾時」，即是

那一段時間，「但是毘缽舍那相應(的)作意，」只不過是隨順「毘缽舍那」的「作

意」而已。要「生輕安已」，「已」就是之後，坐到生起輕安之後「乃名(叫做)妙

觀。」生起輕安之後你才去觀，那時的觀就名為「妙觀」。

「故先未得止者，僅以觀慧而修思擇，終不能發身心輕安所有(的)喜樂。」所以

我告訴你聽，故此，未得修，未得止，未得。「乃名妙觀」，那個「觀」字這裡，

《解深密經》就到「觀」字這裡止。「乃名妙觀」加回一個剔號在這裏，方括弧在這

裡，下面是宗喀巴大師的按語了。故此「先未得止者，」你修定，還未修止成功之

前，「僅以觀慧而修思擇，」只是用你能觀、能夠觀察的智慧是去修觀，「修思

擇」，「終」，如果你只是這樣，一味這樣觀，不止你不是觀，還會怎樣？「終不能

發身心輕安所有(的)喜樂。」你不能夠產生輕安的。

一味觀，不能夠產生身體輕安的，所以那些人修密宗的時候一味觀，一味觀，有

些人問我，何解我修幾十年都沒有身心輕安的？不起的？他就是不讀書，只是一味靠

觀。譬如修密宗，修這個十八道，一味觀、一味觀，觀到那個精神很緊張，精神已經

這樣緊張，你的心都不是定的，也是不止的，那又怎會輕安呢？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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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有些朋友修，我老婆與她很熟的，與我同班的，金思莊就是這樣，你識不

識？金思莊幾十年了都不得輕安，她說：何解？問我何解。她不信我講，她說那些阿

闍黎教她都是這樣修觀就行了，弘法大師都是這樣說的。我就說，你不信我就罷了，

我說：你不聽我話就到你死都不得輕安，她都快死了！與我同年的，她沒有我那麼精

神，她死我都未死的！我說你這一世都不行，你聽我的話，你放開，你想住個「阿」

字就行了！想著毗盧遮那佛，不要修那麼多觀！你修了這麼久，你很快，一、兩個月

你就得輕安了，得了輕安，你的觀才是真是觀。你現在修十八道你就叫做觀？你連那

個「觀」字都未講得上，有書為證，她就是不肯讀這些，學密宗的人有一個缺點就是

什麼？不大肯讀經。

第一個學密宗的人就是這樣，第二，禪宗的人也是這樣，這兩種人真是天下之大

忌，不大肯讀經這件事。你看他說：如果你一味這樣觀，終不能夠發生身心輕安的，

身心輕安裏面是什麼？全身，身輕安就叫做「樂」，周身好像大氣磅 那樣，那個心礴

輕安跟著一齊起就叫做「喜」，喜就心輕安，樂就身輕安。

「若得止已，」如果你修止修成功了，即是那個輕安起了之後，「後以觀慧思擇

而修，」先得止，修止，然後才觀，即是你就先不要觀了，一味先修止了。這樣「輕

安乃生」了，產生輕安了。這個是宗喀巴說的，這個黃教的祖師。

「《聲聞地》亦說，當依奢摩他而修毘缽舍那。」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的

〈聲聞地〉亦說，〈聲聞地〉者，是《瑜伽師地論》裡面的那個十七地中的一地，他

說：〈聲聞地〉亦說，當、應當依據止，「奢摩他」是止，然後再修觀，「毘缽舍

那」就是觀，「又此止、觀次第，是就新生之時應如是修，」又，現在講先修止後修

觀，這次第就是什麼？初學修止觀的人是這樣修法的，跟著：「若先已生，則無 定决

次第，亦可先修毘缽舍那，次修奢摩他。」他說：如果你已經起了輕安，即是修止成

功了，「則無 定次第」，次第就不一定，先修止後修觀亦得；或先觀後止任你。但决

是你現在未曾得輕安之前，你就一定先學修止後修觀。明白了？這是次第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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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了，正式講了，講修止怎樣修，修觀怎樣修了。下面這段是最寶貴的，修觀怎

樣修我不要他的，我不贊成他那種觀法，太觀空了。思辨都很緊要，我只是要修止的

那部分，所以我就剪修止的那一段給你們。

修觀你就要照《解深密經》的那個，《解深密經》教你的，遣除諸相，遣除，

「凡所有相」，《金剛經》所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有相就遣、就遣、就

遣，這樣你就可以了。你看第六，各別的修法了。「各別」者，即是止與觀各種的不

同的修法，兩種、兩種各別的修法。

第一、裏面有分三段，「一、學奢摩他法；」修奢摩他即是修止的方法，「二、

學毘缽舍那法；」修觀的方法，這兩段就是戲肉(最重要的部分)來的。我現在就不要

修「毘缽舍那」的，只要教你修「奢摩他」的，「三、學雙運法。」雙運法我更加不

教你，要慢慢不要跳，讓細路哥爬樓梯一定跌死，不行的。雙運、學雙運法。現在我

只拿他的學修「奢摩他」，「初又分三：」即是學修「奢摩他」這一段，又分三小

段：「一、修止(的)資糧；」你去旅行之前要拿很多糧食的，修止也是，未修、未盤

腿入定的時候，應該做些什麼工作？盤了腿之後又要怎樣？「修止資糧」，「資」

者，資益，資益身心的糧食，一種。「二、依止資糧修奢摩他；」第二，有了「資

糧」了，就正式去修止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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