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即是學修奢摩他，這是第一段了，又分三小段，「一、修止(的)資糧；」你

們去旅行之前都要拿很多糧食的。修止也是，未修，未盤腿入定的之前應該做什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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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止資糧(就)修奢摩他；」第二，有了資糧了，就正式去修止了，「依止」即

是依據；「三、修已成辦(就)奢摩他了，」你現在修了，這樣假使修成了，修成奢摩

他的分量是有多少？有分量可數的，凡是有形有相的東西都有份量的，這樣分三段。

我們夠了！你學這三段就夠了！

「今初」，現在講第一段，修止的資糧。第五頁，我來提你們，這裏是講修止的

資糧，括弧那些是我加下去的，「速易成止之因。」有六：「速易」快速又容易修止

令你成功的，要具備這六個原因，這個因就是條件，要具備這六個條件，你很快就會

修止成功的。一，我在那個「一」字側邊寫一條曲線在那裡，「一、住 (處 )隨

順，」，哦！「住隨順處，」「隨順」兩個字即是英文的 easy，即是很簡易的，很

舒適的，是嗎？即是嘈喧巴閉，隔籬戲院呯平 的，你在那裡修觀就一定不行的。嘭嘭

安靜的地方，安靜而安樂的叫做「隨順處」。你那裏行不行？你的地牢都可以的。

聽眾：環境可以。

羅公：你那處就可以了，如果你嫌有車聲……

聽眾：沒有，沒有車聲的。

羅公：沒有車聲就最好。這個隨順處，所以這個就要講福了，你住在那間舖頭，工場

的閣樓裏面，你就搞不定。即是你沒有福，你沒有修止的福，你那裏行不行？

聽眾：我那裡？都不好的過。

羅公：隨順不隨順？即是英文 easy 不 easy？隨順處，「住具五德之處。」怎樣叫做

隨順處？具備五種性質，德即性質，具備五種德的性質，五種性質地方，第

「一、易於獲得，謂無大劬勞得衣食等。」這個你們各位個個都做得到，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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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他要講這句？因為這是對於出家人講的這番話，出家人你要找個地方，不用

很勞苦都有人供養你的，「易得衣食」的。這些不關你們各位的事了，是嗎？

你們居士哪裡有人供養你？是嗎？而且你們在加拿大，衣食都不是難得的，加

拿大好啊！所謂生天都是差不多的，長命一些就即是等於生天了。這一條就沒

有什麼問題了？是嗎？這一條他是對出家人講的。

出家人都真是很苦的，有些沒有人供養的真是很苦的。你不要只是看美國的和

尚，看怎麼？看有些地方的那些出家人真是很苦的。第「二、處所賢善，謂無猛獸等

兇惡眾生，及無怨等之所居住。」你們都做得到，是嗎？「賢善」兩個字即是他直譯

西藏，即是很好，你住的地方好，怎樣叫做好？沒有猛獸等，他這些又是對出家人講

的，那些出家人住茅棚，有時真的有老虎豺狼的，沒有猛獸等那些惡的眾生，「及無

怨等」，無怨家對付你的，有怨家對付你也不行的，整天搞你，你就麻煩了。那些那

樣的居處，這些你們都具備了，你們算是有福的，你已經具備兩條了。

第三條，「土地賢善，謂非引生疾病之地。」一句，你們又可以了，加拿大這麼

好的地方，沒有什麼病的，是嗎？加拿大連寄生蟲都很少的。有些地方真是，印度很

多地方是很濕的，你住一會就會……都說去那裏旅行都要帶備很多藥物去的，去印度

旅行隨處都是病菌的，那些熱帶地方，那些水，那些水你如果不煲滾(燒開)就飲，就

會拉肚子的，那個什麼？大光法師帶過三、四次人去印度朝禮，朝禮釋迦佛的出生

地，他講的，他有一次請我們食飯，他說，我們去，你們歡喜去，我們又帶你們去，

無所謂呀！不過一定要具備什麼？具備那些金雞納霜，即是發冷丸，到處發冷，有發

冷病的，有發冷蚊。

聽眾：很污糟的！

羅公：最好就這樣，你沒有發冷病你都每日食一粒，食一粒 quinine(金雞納霜)，抵

抗那些瘧疾，那些長腳蚊，你坐下牠就來咬你了，你去過了？

聽眾：去過。很污糟的，那些東西不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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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那些東西不能吃的。

羅公：是呀！印度不知為什麼搞成這樣，本來以前黃金世界這樣好的，現在……

聽眾：那天有麵條吃我都不知多開心，那些飯真是入不了口的。

羅公：還有隨時都無冷氣的。

聽眾：無呀！是呀！熱到你死，熱到你死。

羅公：一流旅館都隨時無冷氣的。

聽眾：那些路又不平，一拋，有一個人陰功！一拋拋到上車頂，即刻真是整傷了腰

骨。

羅公：不知為何印度這樣搞法？

聽眾：那些車又不好，那些旅遊車。

羅公：很窮。

聽眾：那些人隨處大小便的，香港叫做七層大廈就好比它好得多，如果以這裏來比看

一下就真是好像地獄那樣，那些人住的地方，那個機場裏面那些廁所都有人睡

在那裏的，我連廁所都不敢去。

羅公：機場廁所都有人睡在那裏？

聽眾：是呀！那些人周圍睡。

羅公：這樣搞法。

聽眾：他們住的那些地方好像人家新界那些人放柴草的地方。

羅公：搞成這樣！

聽眾：去到新德里又不同了，去到新德里真是天堂與地獄。

羅公：印度貧富相差很遠，最弊。那些窮的，那些有錢人真是用金碗金碟的，黃金的

碗碟的，你看現在印度人是很有錢的，你看香港，香港那些窩打老道近山那

裡。有個地方不會引生疾病的，都沒有病菌的，這些你們都做得到，五個條件

你們有了三條。

「四、伴友賢善，」「伴」就夥伴，朋友，與你一齊住的都是「賢善」的。「謂

具良友」，怎樣叫做良友？「戒見相同」，大家，譬如你是持戒的，他也是持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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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相同，「見」就是見地，思想見地相同，這種東西就難一些，是嗎？「五、具善妙

相，」那個地方，「相」就是情況，那個情況好，怎樣叫做情況好？他說：「謂日無

多人，夜靜聲寂。」叫做「善妙相」。白天不會巴閉嘈雜，夜晚沒有什麼聲音，就算

是了，你們很多人都做得到這樣。是嗎？這樣，有一個「隨順處」，他這個詳細都

極。第二要怎樣？「少欲」，不要這麼多欲望，「不貪眾多上妙衣服等(事)。」整天

又想這些又想那些，少一些，不是說叫你沒有，少些。「三、(要)知足，雖得微少粗

弊衣等，常能知足。」不要整天心無厭足那樣，很多人都做得到的，是嗎？少欲知

足。

「四、斷諸雜務，」這個所謂「雜務」者，不是不做事，不要整天搞那些應酬、

宴客那些，賭錢這些這樣的事情，「雜務」。「皆當斷除行貿易等。」你們做不到，

「貿易等」做不到。即是買賣那些，這些是對出家人講的，你們不要走去買賣，出家

人這要切記，這頭就走去參化，又有買賣，出家人都很多有買賣東西的，是嗎？「貿

易等諸惡事業」，對出家人來講，這些是惡事業，做買賣那些，有些是炒股票。「親

近在家、出家」即是應酬，整天與那些在家人應酬，陪其他出家人應酬。「或行醫

藥、算星相等。」他走出去行醫，「行醫藥」，其實你們都不用「行醫」，現在出家

人誰走去行醫？在家人都不會走去行醫了！還有「星相」，算「星相」等等替別人計

算，算命，看星宿，看相那些都是棹忌的。這樣。

「第五、清淨尸羅，」「尸羅」即是戒律，戒律好，「於別解脫及菩薩律，皆不

應犯性罪、遮罪，破壞學處；」這樣即是別解脫及菩薩律儀，「菩薩律儀」是怎樣？

「別解脫」即是普通那些戒律條文，譬如你，譬如你是在家人，你就應該要守五戒，

這五戒叫做「別解脫戒」，如果你是出家人，男出家人就二百五十條戒。就叫做「別

解脫戒」，如果是女出家人就三百七十幾條戒，號稱叫做五百戒，叫做「別解脫

戒」。什麼叫做「別解脫」？「別」者，各別，守得一條就是省卻一條，一部分的煩

惱，免了一條的罪。譬如你是在家人，你能夠持不殺生的戒，就免了殺生的戒那條罪

業的煩惱，就解脫了這些殺生罪業與煩惱，能守不妄語就解脫、解脫了妄語、妄語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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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的煩惱，又解決了這個妄語欺騙的罪惡，守得一條就解脫一種，守得兩條就解脫兩

種，各別解脫的，守得一種就解決一種罪惡，解脫一種煩惱，叫做「別解脫戒」，各

別地解脫煩惱與罪業的戒律叫做「別解脫戒」。

除了「別解脫戒」之外，大乘的人就守這個菩薩戒，菩薩戒就是所謂「三聚淨

戒」，菩薩戒。第一，菩薩戒裏面三種的，叫做「三聚淨戒」，三組，三個

group，「攝律儀戒」即是「別解脫戒」，菩薩都要守「別解脫戒」的。如果你是在

家菩薩，你基本就要守五戒。第一就是「聚淨戒」，「三聚」，就叫做「善法戒」，

「善法戒」即是，不是！是「律儀戒」，「律儀」就是指這個「三聚淨戒」，如果你

是在家菩薩，你的「律儀戒」就是那五戒，如果你是出家人，你的「律儀戒」就是那

二百五十戒了，「律儀戒」。

第二，這個「法」，這個「善法」是指那些快樂的果，快樂的果，因果的果，快

樂的果叫做「善法」。「攝」者能夠引，你守這些戒能夠引，引出你那些樂的，快樂

的果的，就叫做「攝善法戒」。「攝善法戒」即是什麼？一句話就是什麼？好事你要

做，善的東西你要做，是嗎？「攝善法戒」。第三，就叫做「饒益有情戒」，法者自

己求得將來的樂果，「饒益有情戒」即是利益眾生，「饒益」即利益，利益眾生，用

簡單的話來說就是什麼？「攝律儀戒」就是諸惡莫作，是嗎？四個字，「攝善法戒」

就是眾善奉行，是嗎？第三就是利益眾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利益眾生這三種。

我自己受了菩薩戒，受密宗灌頂，真正受密宗灌頂就一定是先受了菩薩戒的，現

在你走去灌個準提，灌個藥師等等，這些是結緣灌頂而已，真正學法灌頂就要先受三

重戒的，第一重就是受「別解脫戒」，你居士是受五戒，跟著受完「別解脫戒」就到

這裡就「三聚淨戒」，叫做菩薩戒，然後再修什麼？叫做「菩提心戒」，又叫做「三

昧耶戒」。「三昧耶戒」就用咒念的，幾句就是了，以後都不捨棄菩提心，發誓不捨

棄菩提心，叫做「菩提心戒」。這樣，受這個「三聚淨戒」的時候就應該拿住戒條，

一條一條讀，讀完之後問你能不能？能不能守？王聯章就是捧出一條戒條出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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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那個什麼？「若諸菩薩」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走去抄《瑜伽師地論》的「別解

脫戒」條出來，其中一條戒來的，有一條戒是可以搞革命的，「攝善法戒」。

「饒益有情戒」就利益眾生了，這樣「攝善法戒」普通就是什麼？修行六度，六

波羅蜜，「饒益有情戒」，四攝，六度四攝，這個你就是本身受的戒律來的，菩薩戒

就分做這三種，如果你修大乘的就是菩薩戒。戒又叫做律儀，又叫做尸羅( ila)ś 戒的

名很多的，戒又名叫做律儀，又叫做尸羅，尸羅，清淨尸羅的尸羅，又叫做毘奈耶

(vinaya)，又叫做戒，我們以前，看看，一次、兩次、我受過三次菩薩戒，一個，那

個密宗師傅受菩薩戒，那個日本人在香港居士林那裏，那個日本大僧正來到灌頂，我

本來以前已經灌過了，又去灌一下，有一個朋友拉我：灌多一次好不好？我說：好！

這樣我又灌多一次，就灌了。那位日本大僧正真是，五十條條文，《瑜伽師地論》都

是四十七條的，他三句話就講完了！真是的！你說他了不起又得，你說他厲害又得，

說他太求其(隨便)又得，很難講。你猜他怎樣？

現在替你們受「三聚淨戒」，他這樣講，那個翻譯的，怎樣呢？第一，第一「律

儀戒」，什麼叫做「律儀戒」呢？記住，不作一切惡，不作一切惡事，這樣就叫做能

不能夠？能！這樣就叫做受了「律儀戒」了。不過你說他不好又不是，是很活動，即

是你問你的良知，你認為惡的你就不要做。第二，我要一切應該要做的善事我們要

做，能不能夠？能！這樣你就受了「善法戒」了，就這麼簡單。

第三，你所做的事情要不害眾生，要利益一切眾生，饒益一切眾生，有利益眾生

的事你要做。能不能？大家答：能！這樣就受了。就這麼多句話「三聚淨戒」就受完

了。你說他好，你說他隨便又似，是嗎？但是你說他簡單明瞭又確係，又確是這樣。

幾多條都好，一百條都好，「律儀戒」你幾多萬條都好，總之你認為是違反規律(戒

律)你就不要做，是嗎？很簡單。第一次，第一次受戒我在廣州，那個馮達庵法師替

我們做，他就繁瑣了！他將那「三聚淨戒」幾十條戒條逐條來讀，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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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九點，九點搞到十二點只是做了「三聚淨戒」，逐條來到問：能不能？能

不能？你對佛講，你說能就能。人家那個日本和尚都不用兩個鐘頭就三種戒，「別解

脫戒」、「菩薩戒」、「菩提心戒」一個鐘頭左右就全部受完了。我那個馮法師分三

晝，早上一早他重新授「別解脫戒」，因為人家很多受了五戒了，他重新授過，替你

授過，中午就授「三聚淨戒」，明朝一早再替你授「菩提心戒」。一日半，第一次我

們受戒。好了我們看，他要有「清淨尸羅，」「於別解脫(戒)及菩薩(的)律，皆不應

犯，」不應犯什麼？不論別解脫和菩薩戒，裡面都有兩種罪，犯戒這兩種罪，一種是

「性罪」，「性」者，即是本質，它的本質是有罪的，叫做「性罪」，第二種叫做

「遮罪」，「遮」即是防止，這條戒律本身是無罪的，犯了本身無罪，但是它可能引

起你罪惡，所以防止。

怎樣呢？普通「性罪」就是這個菩薩戒裏面的「攝律儀戒」，普通就叫做「七支

性罪」，最好不要犯，這種東西犯就一定有罪的，本質是有罪的，沒有，「七支性

罪」。除非其他條文有得通融，否則本身是有罪的，本身是有罪的，「七支性罪」，

「身三語四」就叫做「七支」，「性罪」，身三語四，「身三」，哪「身三」？江漢

林？

聽眾：殺、盜、淫。

羅公：殺、盜、淫。「身三」，「語四」呢？

聽眾：妄語。

羅公：妄語

聽眾：綺語。

羅公：綺語。

聽眾：兩舌。

羅公：兩舌。

聽眾：惡口。

羅公：惡口。「語四」，這個七支性罪，本身，何解叫做「性」？ 

7



「性」即是本質，本質即是有罪的。其餘就是「遮罪」了，除了七支之外，都是

「遮罪」。譬如你五戒，有四條是「性罪」，是嗎？殺、盜、淫、妄，酒是「遮

罪」，飲杯酒不是罪惡，不會害人，飲酒是無罪，不惡，但是飲了酒之後，會搞出亂

子來的！不如防止了，就不要飲，「遮罪」。譬如你食鴉片煙，鴉片煙本身是無罪

的，吃兩口鴉片，但是你食了鴉片煙，沒得食的時候你會扭計來害人，是嗎？所以就

是遮罪，不過佛就無叫人戒鴉片煙的，因為當時沒有食鴉片煙，其實鴉片煙與飲酒都

應該同樣是，佛都無叫人不要食大麻，沒有戒大麻的，難道佛教徒可以隨便食大麻

嗎？酒都戒了，大麻更加要戒了。

所以只是佛的戒律，如果你只是 住條文來解釋是不夠用的，這樣不如那個和揸

尚，日本和尚的講法，總之你不作一切惡，你認為惡事就不能夠做，因為何解？他不

能夠解釋這麼多的，是嗎？譬如你說我死守五戒了，你不吃大麻，你守不守？是嗎？

佛沒有講，遮罪都不應犯，例如什麼？例如那些出家人不准儲蓄金錢那樣，這些是遮

罪來的，出家人儲蓄金錢，金錢有什麼罪惡？不過你儲蓄金錢就會引起罪惡的，出家

人不准，佛叫出家人不准儲蓄金錢的。

「破壞學處」，「學處」即是戒律，「學處」即是所應學之處，即是戒律的別名，

菩薩戒就叫做「菩薩學處」。「設放逸犯，速生追悔，如法悔除。」「設」即是假使，

假使你因為放逸，放逸，怎樣叫做「放逸」？即是懶理那樣，如果假使你因為「放逸」

的緣故而犯了戒律，你就「速生追悔」，快些去懺悔，自己內心追悔，「如法悔除」，

即是對外表現就表示懺悔，舊時(以前)那些人的懺悔，舊時那些，這是對出家人講的，

舊時的出家人犯了戒就要怎樣？每個月初一、十五就舉行一次叫做「誦戒」的，在月光

下面，誦戒那天，每個月十五那次是最緊要的，月光照下來的時候，在空地那裏團團圍

住，圍住那個方丈，那個主席一定對大家講，這種宣布，這些叫做「羯磨」，這半個月

來大家各位有無犯到戒律？如果有犯戒律，請你自己出來發露懺悔。

如果你犯了戒，你就走出去對住那個主席，就請他：長老，請你慈悲，我犯了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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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我現在當眾發露懺悔，請你慈悲攝受，容許。這個長老就說，好吧，你發露吧，他

就去發露，我幾時幾時做錯了什麼，如此這般，後來我知道不對了，現在當眾發露，希

望大家慈悲容納，使我的罪業，這種罪惡，洗除這種罪惡，以後就再不敢做了。這樣講

完之後，然後這個主席，這個長老就說：現在有某某人，他在這裏當眾懺悔，大家都聽

到了，各位，希望各位能夠容忍饒恕他，他現在坦白講了出來了，如果你能夠饒恕他，

他講得都沒有錯，因為只要他能夠坦白講，以後都不做了，我們就應該當他沒有犯一樣

的，大家認為他講得清楚，發露未？如果認為他不對的，請你出聲，發言，如果認為他

能夠容忍的，大家默然，默然不出聲就叫做同意。這樣大家不出聲了。好了，那個主席

就宣佈了，某某人他已經懺悔，他的罪惡已經蒙大家忍受他了，他的罪惡消除了，猶如

無犯一樣了，以後大家不能當他是犯戒律的人了，要當他是一個沒有犯戒律的人了，這

樣宣佈，宣佈之後就懺悔完畢。不是懺悔文那樣簡單的。

聽眾：羅教授，羅教授……

羅公：要有很強的懺悔，業的種子，即是如果是懺悔很誠懇，以後大家都容許他的，大

家共業容許他的，這樣他的罪惡就不再現的，第二世不再現的。那個種子毀滅，

那個業種子就會毀滅。如果他不是很好，都是真心的，真心懺悔的，他但是稍為

掠過一下，有驚無險之類，這樣就了過，如果是假的就不得已。這樣的。

有的，有用的，不過懺悔不是這麼簡單，譬如我殺了人，念一百次懺悔文就了

事，不行的，沒有這麼簡單，是嗎？不過你真誠去佛前，在佛像面前懺悔都可以的，

至緊要真正，懺悔了以後就不做，如果你以後繼續就不行的。有，有用的，有用的，

這個是用業抵銷業，即是你上車，他上車，本來你先行，他這個惡人撞了一下，推了

你去後面，是嗎？是這樣解，強業，至緊要你的業強，受戒最緊要是什麼？

那個師傅將戒律讀出來的時候，你清清楚楚，當你聽的時候，身業恭敬合掌，身

業，意業是靜心聽他，聽完之後，那個師傅這樣問你的，譬如你說，盡形壽你不殺

生，你能不能？他應該這樣問你的，不過現在比較隨便，懶問，你應該要很虔誠地答

他：能！你一答「能」一聲這個就是語業了，合掌就是身業，跪在那裡合掌是身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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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答一聲就是口業，你的心清清楚楚了解，意業，身、口、意三業，如果你是虔誠

的，這個業是非常之強的，這個這麼強的業把你那些過去的無心之失能壓到，如果你

過去時很兇狠的就壓不住，那些無心之失，或者因為懈怠忘念，可以的，懺悔有用

的，不過你們切不可這樣，我懺悔就沒有事了，這樣就不行的，這樣你就懺悔都無用

的，你多了一種，懺就行了！這是一種業來的，這個業。即是這樣，你恃住(仗著)我

有番梘(肥皂)就直情整污糟那件衣服都行，番梘(肥皂)是洗不乾淨的，是嗎？不行，

這樣就不行。懺悔是有用的。

聽眾：羅公！

羅公：「速生追悔，如法悔除」了。「(第)六、斷除貪欲等諸惡尋思，」不要想那些

壞的東西，惡的尋思，壞的思想，五、六種了，「如是六法」，即是以上那六

條，「能攝正定，未生令(新)生，」「攝」者引也，能夠引起你的正定，修戒

可以生定。以上這六個條件就能夠引生你的「正定」，「正定」即是正的奢摩

他，「未生令(新)生，」未生起的奢摩他，會令你生起的。「生已不退，」已

經生起的奢摩他，你不會退，你能夠具備這六個條件。以上就叫做什麼？修止

之前應該具備的資糧了。好了，講了。

第二了，「依止資糧修奢摩他」，漏了一個「他」字請你們大家加上，「依止」

即是，「依止」即是依據，依據上文所講的那六種資糧，你就可以去修奢摩他了，修

止了，這一段就分多兩小段，第一就「加行」，第二就「正行」，「加行」者，加功

準備，就是「加行」，即是正式行之前就叫做「加行」，加功，加功實行就叫做「加

行」，即是準備。一就加行，即是準備，二就「正行」，即是正式做了。

「今初」，現在先講加行，「今初」即是現在先講加行，「修如前說加行六法，

尤應久修大菩提心。」當我們加行的時候，就應該要照前面的六件事搞到具備，除了

六種之外，「尤應久修大菩提心。」即是上文講過，要修行大乘的時候要發大菩提

心，尤其是應該要長久時時修這個「大菩提心」，現在加行就已經講過了，這麼多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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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修行上面的六法與什麼？發菩提心。所以有很多西藏人就說臨入定的時候就先

念這個菩提心咒，發菩提心。我就主張念菩提心咒不如念《金剛經》那幾句，那樣就

是發菩提心了。

「一、身何威儀而修；」身體，威儀即是姿勢，身體的姿勢你要修，「二、正釋

修習之次第。」身體坐好了，正式修行的次序了。「今初」，現在第一段了，又是身

的姿勢。修身體，「威儀」即是姿勢，身體的姿勢你要修，「二、正釋修習之次

第。」那個身坐好了就正式修了，次序了，「今初」，現在第一段了，身的姿勢，

「身何威儀而修；」了，「於安樂具，身具八法。」「安樂具」即是什麼？椅，

「具」是什麼？那些和尚坐不是用椅的，一個墊放在地下，放在樓板上面，放一塊東

西就叫做「安樂具」。

即是你現在坐到椅或者一張床，是嗎？或者在地板上鋪一個軟墊，他沒有說「安

樂具」要怎樣，沒有講，他就當你識了，不過大家要學就要這樣，你最好，真正想準

備修的，而且不是很窮的，你最好走去那些整一個墊，那些整梳化 的，叫他替你整櫈

一個墊，那個墊就約莫這麼闊左右，上面一個拜墊差不多上下，上面太窄，有這張枱

那麼闊，上面那些不能太闊，太闊佔地方，這麼多人，這麼多人坐在那裡，最好有這

張 那樣闊。何解？枱

因為你那兩個膝頭一繞，你那張 就一定突出了一些，是嗎？沒有說那個膝頭一櫈

定伸了出去，所以它一定要比兩個膝頭闊，你一繞起腳來之後就到了這裏，它要比你

闊，四方的，即是這張 面差不多上下， 面少一吋都可以，整一個這樣的梳化，最枱 枱

好是什麼？舊式的梳化，新式的這些乳膠不好，乳膠嘬(粘)你的屁股，最好是用那些

舊式的，或者用禾稈草，那些舊式的，那些舊式梳化最好，用一層，最好有那些什

麼？天熱最好就是那些馬臣蓆，買些馬臣蓆鋪在上面，記住這句說話，那些書很多不

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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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那裏，這張 ，這張 那樣，要這樣的，後面比較前面，相差四隻手指，何櫈 櫈

解四隻手指？西藏的喇嘛就講三指，我就說你要四隻手指，何解？三隻手指他量度就

在你尾龍骨那裡與膝頭尖，那個距離是三隻〔手指〕，你整那張 就闊一些的，就變櫈

成你要四隻〔手指〕的，是嗎？明不明白？三隻〔手指〕這裏與膝頭的距離後面高三

隻、三隻手指嘛，你那張東西這麼闊，三隻手指就不夠了，就要四隻手指。所以是四

指，闊就四指，如果窄就三指，總之後面的尾龍骨，尾龍骨一點，尾龍骨，兩個膝

頭，一個安定的平衡，這裏有東西撐住，這裡撐住就不會跌。

這裏比這裏高三吋，不是！高三隻手指，這三隻手指是你自己的手指，至到大到

不得了的手指，你蕉那麼大的手指，蕉這麼大的手指就太高，過於高了，那個腳掹

(腳掌)長，你自己那張墊的那三隻手指就照你自己的三隻手指，不要少過三指，又不

要多過四隻手指，這樣就一個很安定的平衡不跌，你問：我就這樣坐行不行？就這樣

坐你要兩隻手搭住個膝頭了，不是你不安定的，你坐著坐著，你會一驚，成個驚的，

有時一搖是成個人驚的，我用那個靠背？靠背不行的，靠背會吐血的！靠背坐會造成

你嘔血的！好多人試過，那道氣沿著那個任督二脈那樣起，這樣頂住，剛好那道氣來

到這裏你會鬱血的，如果你的肺不健全，你個肺有些肺病的就會吐血的，如果你有胃

潰瘍時時胃出血的，會整到你吐血的，所以靜坐的人一定不能靠背，不能靠背，一定

要距離牆有幾吋才行。

既然你擔心會側，三點就安定，如果這樣坐不是很安定的，砰！打瞌睡會這樣

舂，坐著入定，忽然間一驚，你就心臟病就麻煩了，一定要怎樣？你如果這樣坐就不

會搖，會搖，這個問題就這樣，坐的時候你試一下，譬如你先左腳繞去右腳，右腳又

疊回左腳，這樣說時候你會怎樣？你的膝頭蹺起，你試一下，你現在試一下，先左腳

疊上去，右腳再疊上左腳，你就會翹起，這個膝頭就會蹺了，是嗎？差一點了，如果

你先右腳疊左，然後再左疊右就這邊蹺起來，你回去試一試，今晚即刻試一下，會蹺

的，普通是一邊會蹺的，除非你腳掹(腳板)很長。所以那些印度人的腳 長，坐的時掹

候姿勢很好的，中國人都有，如果矮仔，好像我們的身材，一定蹺的！矮仔會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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佬也會蹺的，如果腳不大，一定蹺的，是嗎？

怎樣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攝(墊)，這又是虛雲和尚教的，他說：要攝(墊)的！很

多人不知道的，以為這樣坐，雙跏趺坐就得了，他說要攝(墊)的，攝即是怎樣？即是

他那那些被，攝左邊，這樣就蹺了，很容易就砰一聲，拿一張被攝一攝(墊一墊)，攝

(墊)在那個膝頭下面，所以我同虛雲和尚吃了兩個鐘，一個鐘頭飯很有益處，第一是

切記切記要瞓(睡)足覺然後才好坐，這件事就得益不少。第二件事問他，沒有氣走是

不是一定？一定有氣的！這些就是輕安，一定有的。現在證實，當時我還未看這本

書，現在再看《解深密經》，他講得沒有錯，一定有輕安起的。還有要攝(墊)的，這

句就值錢了，這一句話真是！要攝(墊)的。

聽眾：不過坐著坐著你就不用攝(墊)都可以了。

羅公：什麼？

聽眾：不用攝(墊)了。

羅公：坐著坐著就不用攝(墊)。

聽眾：初時就是。

羅公：如果矮仔與肥佬就差些，因為腳板不夠大，坐著坐著腳瓜(小腿)都會細一些

的，細一些的。是呀！坐之前你將那隻腳捋一下，捋一下。還有未曾坐的時

候，你就坐在那裏之後，將一隻腳伸直，左腳伸直，將那隻右腳放在椅子上

面，身體的姿勢要具備八種，八種東西，第一足，足就是腳，那隻腳怎樣？

「謂全跏趺……或半跏趺。」跏趺坐或者半跏趺坐都行，眼呢？第二是眼，「謂

不應太開，亦非太閉，」不要太開亦不要太閉，半開閉，大概閉七開三差不多上下，

眼完全閉了也可以，很容易引起你瞌眼瞓(打瞌睡)，開也可以，但你會辛苦，累，閉

七開三，或者閉八開二都無所謂，完全閉也無問題，「不應太開，亦非太閉，」總之

順其自然。「垂注鼻端。」你留意了，「垂注鼻端」即是眼睛看著鼻尖，不是說，你

試一下，你整天看著鼻尖，你眼睛這裏很累的，望眼根，我見虛雲那時問過他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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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學了靜坐了，這樣辛苦看著個鼻。他說：你是初入定那時就看著那個鼻而

已！看著那個鼻端沒多久，你就順其自然看著前面一呎左右。虛雲說一呎，我說一呎

不夠，一碼最好，一碼內，虛雲就一呎，一呎不夠的，一呎這樣短。一碼就最好了，

這樣是身，腳與眼。

身呢？「身者，謂非過後仰，」不要太棹，仰，不要棹(仰)，「莫太前屈，」又

不要太向前屈，「端身內念。」那個身要端端正正，這個脊骨直，「端身」，這句講

得太過略了。天台宗就講不屈不挺，不屈不挺，不要屈，亦不要挺起，隨其自然，

「端身內念」即是不要想外面的東西，要想就想自己的身體裏面，那個肩呢？「肩

者，謂平齊而住。」那肩不要側一邊，「平齊而住」。頭呢？「莫揚，莫低，」不要

昂頭，亦也不要屈低。「莫歪一方，」不要側在一邊，「自鼻至臍正直而住。」由那

個鼻到臍成一條直線垂下來那樣，鼻尖與臍，鼻尖與肚臍成一條直線，又到「齒與

唇」了，「齒與唇」即是牙與口唇。「隨自然住」，不要眯實(緊閉)個口，當然也不

要擘大口，「舌者」，那條脷(舌)，「舌者，令抵上齒。」略略掂住上面的牙那裡，

上面的牙肉那裡，有些人說那條 要掂住上顎，掂住上顎很辛苦的。掂住上面的牙脷

肉，輕輕掂到就可以了，頂住上顎不行的，頂住上顎很辛苦的，很緊張的，那些軍隊

立正姿勢就要那條 頂住上顎，頂住上顎不好，太緊張了，掂住前面，上面的齒。脷

「息」就是呼吸，「息者」，那個呼吸呢？「內外出入莫令有聲、粗猛、急

滑，」即是不要這三種東西。內就吸入，外就氣吐出，吸入與吐出的時候有三種東

西，第一不要有聲，嘻噓嘻噓好像風箱，不行的，第二不要粗，即是雖然沒有聲，但

呼呼響，不要粗，不要粗猛。不要「急滑」，不要急，很滑那樣，急，喘氣那樣的。

三種都具備了，這樣就夠了，「必使出入無所知覺，」最後令到出入都不覺得它出入

的。如果這樣就已經入了定了，「出入無所知覺，」就已經入了定了，就快輕安了。

「全無功用徐徐而住(轉)。」怎樣「全無功用」？你呼吸不要帶它，由它，「無功

用」即是順其自然，不要加功鼓它，他不要帶它，「徐徐」即是慢慢，那些氣流運

轉。以上就是身威儀三。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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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羅公，我想問……

羅公：數息，數到最後的息，好像等於零，數即是 number，zero 都是 number，

好像等於零，即是直情不覺的，天台宗就「六妙門」，「六妙門」是在小乘人

那裡抄的，小乘人「六妙門」，第一就叫做數，一入一出是一，一入一出是

二，一入一出是三，數到十又回頭，這樣就叫做「數」。很初而已！數到漸漸

地那個心都比較靜了，就「隨」了，「隨」即是跟了，跟住那個息，那個息也

不數，數都是因為名言，一、二、三、四都不要，就要怎樣？

入，氣息入就入，氣息出就出，那個息長就知道長，氣息短就知道短，即是知道

了，這是第二步，已經不數了。這個境界了，微，微到好像停了那樣，實在不停，

微，這樣就知止了，止。止之後呢？然後那時就觀了，「六妙門」一樣是修觀的，天

台宗就叫做「還」，它錯的，應該叫做什麼？「轉」，「轉」者，即是修觀的時候，

那個智慧一層一層地觀入，就不是「還」，那時就正式入了三摩地了。「六妙門」，

天台宗大致也不錯的，天台宗那個「還」字那裏就講得差一些。你現在有很多，上面

借那本「六妙門」……

聽眾：我有呀！

羅公：你有嗎？「六妙門」好！普通你都是修到止而已，觀、「還」已經是很好。你

可以一個鐘頭坐，你現在初學就只是修止，修數，你不要理「隨」，到熟了，

然後先至就修數，跟住譬如你坐一個鐘頭，初初那八個字 (四十分鐘)都是修

數，到了第九、第十個字(四十五、五十分鐘)才修隨。如果你是老行專，一繞

起腳就不用數的，就「隨」了。是嗎？再認真修得好的，一繞起腳入定就止

了。

聽眾：止是講那個呼吸？

羅公：呼吸，這裡講呼吸。

聽眾：觀都是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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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觀就不是，想了，這個止一方面又呼吸，止在那個呼吸那裏，止在呼吸那裡，

念佛就止在那個佛像那裏，它止在呼吸那裏。那個呼吸好像停了，但是你止，

止普通是什麼？那個呼吸好像沒有什麼呼吸的時候，止在這裡。或者道教徒就

止在丹田，止在這裏，止在丹田。如果想長命就止在丹田。

聽眾：但是你那個止，你說止在呼吸，怎樣止在呼吸？

羅公：呼吸的時候只在這裏。

聽眾：那麼完全沒有呼吸怎麼行？沒有呼吸。

羅公：沒有呼吸你都不覺得。

聽眾：不覺得呼吸，實際上是有的？

羅公：實際上有。

聽眾：這樣但是譬如你說止，這樣你沒有呼吸，你的思維有沒有？

羅公：跟住呼吸，沒有呼吸你的思維想著這裡。

聽眾：哦！你一定要有個思維記住那裡才行，如果沒有思維你就變了……

羅公：除非見性，就一定有，你可以，宗喀巴教人不需要想著這裏，

聽眾：想哪裡？

羅公：想佛像。

聽眾：哦！

聽眾：這是觀？

羅公：什麼？

聽眾：都是止？

羅公：你想著佛像，不是想佛是怎樣來，那個佛如何，又是觀而已！

聽眾：進一步呢？進一步……

羅公：都是止。

聽眾：止完就觀？

羅公：止完就觀了，觀？你看什麼觀了，如果是想修淨土的，觀淨土境界又得，如果

你想修空觀的就觀空，你修唯識的人就觀唯識，觀了。

聽眾：淨土的境界，如果你觀落淨土處不就是停在那裡了？

羅公：什麼？觀到差不多的時候就停了，又再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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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止了。

羅公：止著止著你需要心想事了，這樣你有再觀了。

聽眾：那個「還」呢？

羅公：「還」？「還」，「六妙門」就講，觀就觀境界，不是！止就止在境界那裡，

那個呼吸都是有個境界來的。現在，不是！先是止一種，止之後就觀，觀就是

觀外面的東西的，空就空外面的東西，現在「還觀」都是我們的心，我的心亦

是空，外面的東西，五蘊都是空，我們能夠觀五蘊是用心來觀的，我的心亦是

空，「還觀自心」。

聽眾：即是「轉」？你講那個「轉」？

羅公：「轉」就不止這麼簡單的，那個「轉」，「轉」，你猜小乘人的「轉」，一路

修又止又觀、又止又觀、又止又觀那樣，很長遠的這個止，一直至到什麼？見

性前都是「轉」的，真正證的，就完全入正定，見道的時候才叫做淨的，智者

大師就將它縮為不講觀心，「還」就「還觀自心」，淨者，觀完外面已經觀

了，自心也已經觀了，都是觀它是空的，之後就一片清淨，入了定的狀態，將

它來縮短了，這樣。這是最、最原始的釋迦牟尼佛教人修定。

聽眾：這樣入了定還聽不聽到東西？還有沒有……

羅公：真正定是聽不到東西的，你一入了定，入了三摩地你聽不到東西的，看不到東

西，那隻眼半垂都看不到東西，耳聽不到東西，鼻嗅不到東西，前五識全部

stop，停了，修了那個意識，那個意識你自己控制想一種東西，譬如你是想

著佛像的時候，那個心什麼都不想，那個佛就對住我，只是見到一片光明，除

了那個佛對住自己之外什麼都有。

聽眾：即是側邊打鑼都聽不到了？

羅公：聽不到。如果你是金屬聲在耳附近一兩聲他就醒了。

聽眾：這樣是不是等於睡覺？

羅公：金屬聲，所以一個人如果入了定，你想他出定你找個引磬，引磬主要是引人出

定的，在你的耳附近一呎左右，叮……，三下你就出定了。

聽眾：他又不是睡覺，你說睡覺又不對的。

羅公：不是睡覺，他這樣，定是一定是光明相的，睡覺是黑麻麻的，光明相，那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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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比較還差一些，微微奶白色，好像什麼？好像八月十五的時候那個月亮的顏

色那樣。

聽眾：查實那時的「第八識」，那個「阿賴耶識」是不是起了作用？

羅公：那時那個月亮的形狀就是那個「阿賴耶識」的相分來的，你所見到的就是「阿

賴耶識」所變的。

聽眾：即是前五識、前六識、七識全部停了？

羅公：不是，第七識不停，第七識永遠不停的，「第八識」不停的，「第八識」不停

的，第六意識看著那個境界，那個境界就是第六意識托「阿賴耶識」的相，所

變的相分，將那個相分反映進來那個意識的影子，那個影像，一個無分別影像

……

聽眾：那個時候算不算是你的智慧起？妙觀察智起？

羅公：不是！差得遠了！妙觀察智起是將來見道，講到見道的時候，真如起，而且舊

時佛說法的時候，妙觀察智與真如起的時候是妙觀察智，證真如的時候是妙觀

察智。

聽眾：那個靜未見真如，是嗎？

羅公：未！未！未！

聽眾：還差很遠嗎？

羅公：小乘就是了，證真如暖、頂、忍、世第一法叫做「轉」，叫做證得無我，真如

的這個時候就叫做淨，這樣講法就嚇死人的，智者大師將它一縮，你入到定就

叫做淨了，智者大師。

聽眾：那麼前五識就說，前五識就轉成所作智了，什麼時間才轉成所作智？

羅公：沒有！沒有！成了佛之後才有成所作智。

聽眾：哦！

羅公：六祖大師，「五八六七果因轉」，前五識與「第八識」是要果位才起的，

「轉」即是起，即是「果位」就即是佛，成了佛才有的。「六」與「七」見性

的時候就得了，因位轉了。

聽眾：即是止觀修成的時候你都未，這四智都未得？

羅公：未！因為你觀數息這些是與外道通用的，與外道通用的。「正釋修習之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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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嗎？正式修了。「此又分二：」這裡分兩小段，第一小段，「引生無過

三摩地法；」引生無過失的入定的方法，無過失的定，怎樣引生？怎樣引出？

二、依彼引生住心次第。依住那些沒有錯誤的方法，這個「彼」是指那個方

法，無過的三摩地，得三摩地那個方法，那個「彼」字。依著這種方法引生我

們的心的次第。「住」即是英文的 staying，staying，住心，「住心」怎樣？

一個一個階段的次第。這一段「依彼引生住心次第。」這個正是精華所在的一

段。現在先看「引生無過三摩地」的方法，你還不走嗎？夠鐘了！

聽眾：坐多兩個字(十分鐘)。

聽眾：不捨得走。

羅公：「初又分三」，怎樣引生無錯誤的三摩地？又分三點，第一，「繫心所緣先如

何修；」第一點講，「繫心」，「繫」即是綁住，把你的心綁住在那個所緣的

境裡面之前你應該怎樣修法？「二、住所緣時應如何修；」當你的心停留在那

個境界處，停留在那種東西處，那個所緣處，譬如你念佛，想住那個佛的時候

該如何修？「繫心所緣」之先，即是你觀想那個佛之前應該怎樣？第「三、住

所緣後應如何修。」你的心什麼都不想了，只是想著那個佛，或者想住那個呼

吸之後，你應該要怎樣做法？

現在講第一段了，「今初」。當我們「繫心所緣」境那種東西之先，之前應該怎

樣做法？下面他說，「若不能滅不樂(修)定，」「不樂修定，樂定障品所有懈怠，初

即於定不令趣入，」半句。一個修定的人如果不能夠滅除了，滅除了什麼？滅除了那

種「懈怠」，懶惰，什麼「懈怠」？「不樂修定」的，所有「懈怠」，不想修定的、

怕修定的那種懈怠心，先滅除了它，如果你不滅除這種心，「初即於定不令趣入，」

從此之後，這種人由開首已經是對於定你不能夠入定的，「縱一獲得，亦不能相續」

的，這種人不除去那些懶修定的心，縱使他偶然得定都不能夠連續的，「速當退失」

的，將會退失的。所以第一步要怎樣？

修之前第一步就是要滅除懈怠，「故滅懈怠為初切要。」所以那種懶惰懈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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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滅了它，這就是最緊要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怎樣？我不懶了，你不要以為很簡

單，懶，修著修著，嘿！修三天都不成就的就無心機了。你會這樣的，即是懈怠了，

無心機了，同時又不想去了。這樣沒有懈怠了又怎樣？「若能獲得(身心)輕安」，你

怎樣才沒有懈怠？初時就很辛苦的，到你一有了輕安你自然就無懈怠了，所以他說，

「縱一獲得，」不是！不是！「故滅懈怠」。不是！不是！還有，下面了：「若能獲

得(身心)輕安，喜樂增廣，晝夜行善能無疲厭，懈怠盡除。」所以，你一定要修，努

力修，修到它輕安起，輕安起了之後有什麼好處？

「喜樂增廣，」那種歡喜心起，即是心輕安，「樂」即是心輕安，現在的人說，

我們的氣一起之後，我們整天都不累的，輕安起了之後，你有幾個鐘頭不累的，喜樂

都增加廣大，「晝夜行善」，日夜去行，「晝夜行善」即是日夜去修行，「能無疲

厭」不疲倦，不會厭倦，輕安起了之後，那時就「懈怠盡除」了。即是你想沒有懈

怠，真正沒有懈怠要得了輕安之後才是。「然生輕安，須於(能生輕安之因妙)三摩地

恆發精進。」一句。如果你想輕安你就要怎樣？對於那個定，三摩地時時都起精進的

心，我現在要修，我要修。

這即是說什麼？有了懈怠，你就要用精進來對付它，精進又怎樣？「然生」，你

想精進就怎樣？精進就滅除懈怠。「然生精進，須於正定具足恆常猛利希欲。」希欲

即是 wish，欲望，但是你想有精進你要先了解那種正定是有好處的，你要了解好

處，起了希望心，「欲樂之因，須由觀見正定功德，生堅信心。」「欲樂」即是希

望，你想起希望你就要怎樣？一定要有一個緣才能夠起希望的，因緣，你需要怎樣？

「由觀見正定功德」，你多讀些經，了解修定有什麼功德，我修定有什麼好處你都不

明白，你就很容易懈怠，你了解它的功德，修定所有的功德，然後對這種修定的功德

起一種堅信心，所以你要怎樣？

「故應先思正定功德，數修信心。」即是第一步不是直接從滅除懈怠著手，先在

這裏著手，思念那個正定的好處與功德，時時這樣想，令你對正定有信心，這樣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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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正定有什麼功德？他講給你聽，你這樣想，正定有這樣的功德，「此中所修正定功

德，謂由獲得奢摩他已，現法樂住，身心喜樂。」半句。「此中」即是這裏，所謂

「正定功德」是指什麼來講呢？「謂由獲得奢摩他已」，就是告訴你，當你一得到奢

摩他，起了輕安之後，「已」即是之後，「現法樂住」不用等到死的，「現法」即是

現世，現世一入定就很快樂地住在那裡，「現法樂住」即是入定的時候那種安樂的狀

態，「現法樂住」。「身心喜樂。」你的身就好像有大氣磅 那樣，充滿了輕安，心礴

有個輕安心所，這是有第一步的好處就這樣。第二步還有什麼好處？

「及由獲得身心輕安，於善所緣心如欲轉。」這是第二點，以及我就要了解，我

們一獲得身心輕安之後，我對於那種好的所緣境，譬如什麼？我是專念佛的，對於那

個佛，佛在那裡，那個形狀，譬如你是修數息的，對於那個息停止的那種狀態，譬如

你是修空觀的，對於空的那種道理，那種所緣的境，那種好的所緣境。有沒有壞的所

緣境？有！你修那些，修定我要見狐狸精，那就是壞所緣境，有些害人的，整天想害

人，我想他衰，我想他衰，整日想、想、想、想，會整衰人的。你一路想，一路咿咿

哦哦唸咒，很容易，找個公仔，最好拿到他的頭髮，拿到他的衣服，或者拿了生年的

八字，整到公仔處，是嗎？你就去唸那些惡毒的邪咒，發嬲那樣來念，拿刀斬死你！

斬死你！斬死你！就會搞到他衰的，但是這樣，如果你整得衰他就好，整不衰他就你

衰，那就弊了！他那個人很強的，譬如那個人修行修得很好的，會你衰的。所以這件

事不是很好，可以的！你對個仇人，整死你那樣，學攝青鬼就是這樣學的，他恨到極

他就這樣了。那些邪定，如果學就學正定。

第二如果我們獲得身心輕安之後，我們對於那些善的境界，我們的心想就想起那

個佛，不會走去想第二種，那個心想觀極樂世界的水池怎樣？我們就觀水池，我們要

觀蓮花就觀蓮花，「心如欲轉」，我要想什麼就〔想什麼〕，漸漸地，有些人這樣，

我要觀阿彌陀佛對我講，他會教訓我，那些人真的，喇嘛修，見到個本尊對他講話

的，那時產生了什麼？現在大陸人所謂什麼？叫它做人體特殊功能，其實是輕安之後

的那種觀力，他坐在那裏想，我要那把鎖開的、開的、一定要開的，非開不可，一路

想，那把鎖會退開的，人身我們有這樣的功能。什麼？你念觀音就一定是馬頭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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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明王加持我，我請馬頭明王來，馬頭明王放光來照我這四邊，東至這邊的角落

頭，西至這邊的角落頭，南至那邊的角落頭，北至那裡連成一條大界，所有天魔一切

非人都不能夠越過這條界的。

觀想之後，它就會好像有一個磁力罩那樣，它不能走來的。如果那間鬼屋那樣，

一條《大悲咒》一路唸咒就得了，是嗎？阿彌陀佛你就不要搞，他不理這些東西的，

觀音菩薩才理這些東西，觀音菩薩都不是正式理的，都是不動明王，每一個菩薩都有

一個明王的，那個明王，我那個世伯說一得了輕安之後，你觀那個佛成個玲瓏浮凸

的，未得輕安你見到他就很難，很吃力的見到那個佛在那裡。如果是初學修就有頭無

腳，有腳無頭。如果你一得了輕安之後就整個坐在那裏那樣的。好了，這樣就講到這

裏，餘下那些就將來再講，我留個時間給你們，今天誰講的？

聽眾：1989年 6月 17日。

羅公：應如何去修？即是那個心都還未入定之前，他就應該要有這樣的準備，「若不

能滅不樂修定……所有(的)懈怠，(這樣就)初即於定不令趣入了，」這句話即

是什麼？如果一個人，修定的人，如果不能夠滅除了那些不喜歡修定的那種懶

法，這樣，這個人從此開首他就不容易入到定的。

下面了，「縱一獲得，亦不能相續，速當退失，」這種人，因為這種懶的人縱使

他偶然入到定他都很快就會退的。「故滅懈怠為初切要。」一句。這是結論了。所以

我們學修定的人第一步就是要滅除了懶惰、懈怠。這是第一步，但是你想怎樣才不懶

惰呢？口講說不懈怠不行的，怎樣呢？下面了：「若能獲得(身心)輕安，喜樂增廣，

晝夜行善能無疲厭，懈怠盡除。」一句了。如果你能夠修，修到得到輕安的話，你的

身心，那個心靈會很歡喜，身體會血脈調和會很快樂，這樣你就日日夜夜來到修行止

觀，修善，這個「善」是指止觀。這樣你都不會覺得累的，那時你就亦就不會覺懶

了。因為如果你能夠得輕安，你一定不會懶的，但是怎樣才能得輕安呢？下面講：

「然生輕安，須於(能生輕安之因，妙)三摩地恆發精進。」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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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想得到輕安，你一定要修三摩地，即是定，要整日很勇往直前地不要放

過，時時都發一種精進心，這樣第一要精進了，是嗎？怎樣才能夠精進呢？下面：

「然生精進，須於正定具足(恆常猛利)希欲。」一句。你想能夠精進，勇猛精進，你

一定要對於定的好處，希望得到，如果你不希望就不會起勇猛精進的，「欲樂之因，

須由觀見正定功德，生堅信心。」即是說，你怎樣才能起那個希望呢？「欲樂」即是

希望，你想令心起希望，如何能夠令心對定起希望呢？

你一定要先怎樣？對於「正定(的)功德」，「功德」即是好處，好的好處，一定

要先知道修正定有些什麼功德的，「功」者，功效，「德」者有所得的，不是徒勞無

功的，「功德」兩個字合起來是這樣解的。現在那些人就搞錯，以為鈴鈴查查做幾日

就叫做功德，這些就不是這樣解的。「功」者，功效，有功效的，「德」者有所得

的，不是徒勞無功的，就叫做「功德」。這樣一定你先要看到、知道修定有什麼功

德，這樣然後你的信心堅固，所以要怎樣？又要怎樣？先要了解修定功德了。

「故應先思正定功德，數修信心。」所以我們想修、學修定的人應該先時時想一

下修正定有什麼功德，對於這種功德時時想，想就有一個信心，建立我們的信心。這

即是又先要對修定有信心，怎樣才能得到有信心？「此中所修正定功德，謂由獲得奢

摩他已，現法樂住，身心喜樂。」這裡先半句，我們想有信心，我們一定要先了解什

麼？對於所修的定的功德要了解，怎樣了解？我們第一要了解什麼？「謂由獲得奢摩

他已」，即是說，我們要瞭解的，第一，我們一得到定，「奢摩他」，「奢摩他」即

是止，修定，我們如果修「奢摩他」成功，我們就會怎樣？「現法樂住」，「現法」

即是現世，不要死了之後去極樂世界，或者生天等等，我們現世入定的時候都很快

樂，快樂而住，怎樣快樂而住？身心喜樂，那個身覺得快樂，大氣運行那樣，那個心

很愉快，很歡喜，身心喜樂，第一點的好處就是這樣了，身心喜樂，為什麼修定的人

長命？因為身心喜樂，他自然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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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獲得身心輕安，於善所緣心如欲轉。」這是第二點。他又以及我們知道，

我們能夠獲得修到身心輕安，我們對那些好的境，所緣的境界，我們定中所觀的境

界，「所緣」即是所觀的境界，「心如欲轉」，我的心想，「如」即是依照，依照我

們的欲望而轉，我們想觀西方極樂世界就整個西方極樂世界好像現前那樣，我們想觀

那個地獄的痛苦，就好像真是在那裡見到地獄的痛苦那樣，整個心想怎樣它就可以令

你的精神集中不分散的，有這樣的好處的。你又不用擔憂，你一得了輕安之後修觀，

不會觀佛就見頭不見腳，一會又矇查查(不清楚)，不會的，整個玲瓏浮凸在那裏，有

了輕安就不同了。好像整個立體的會站在你面前的。「心如欲轉」的第二點。「又由

息滅於顛倒境散亂無主，則諸惡行皆不得生，隨所修善皆有勢(強)力。」這是第三

點。

聽眾：是不是錯了一個字？

羅公：是！「皆有勢(強)力。」那個「勢」字，改回勢力，power，勢力。

「又由息滅於顛倒境散亂無主」這句很㪐 㩿 (不通順 )的，「息滅」即是

stop，stop 了它，平息了它，平息了什麼？平息那種散亂無主，即是不會「散亂無

主」，怎樣「散亂無主」？被那些顛倒的境界吸引了你，顛倒的境界，例如無常就執

它為常就是顛倒，無我你以為有我這就是顛倒，這些顛倒的境界分了你的心，不會

了，那就平息了，如果你一平息就有什麼好處？「則諸惡行皆不得生，」你自然就不

會作惡的，你能夠不作惡，是嗎？我的心又能夠不散亂，那就怎樣？「隨所修善皆有

勢(強)力。」你所修什麼善法都特別有力量，所以就要怎樣？第一步先要了解什麼？

修定的功德我們要起信仰，第二跟住怎樣？勇猛精進去學習，不是！第二就要有信

心，是嗎？有信心後就勇猛精進去學習，這樣修定就容易成功，即是修定之前要具備

這樣的心理準備。

「又止為依，能引神通、變化等德，」這裡又一點了，以上那三點就是什麼？講

普通的受用的，這兩點就講將來的了。又心為依，不是！「又止為依，」不是又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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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修奢摩他為依據，「能引神通、變化」，那六種神通，六神通之中前五種都是修

止就可以了，有止無觀，止到第三、四禪你就有五神通了，第六神通就要修觀才行，

第六種就是漏盡通了，不修觀不行的，所以那些人盲修定，修一百年都沒有用的，不

修觀他不能夠，不能得到漏盡通的。他「又止為依」會引很多神通的，引的神通是什

麼？

天眼通，最容易引的，少少天眼，很多人都可以的，坐著坐著就見到前面，閉上

眼睛都見到整個廳之類，漸漸地再久一些就見到廳外面的東西，漸漸地就見到街外面

的東西，一路漸漸地又遠些，漸漸又遠些，漸漸地你在這裏可以看到 New York，看

到倫敦。天眼最容易，天耳，要練的，逐漸來的，天耳就難一些，你坐在這裏，我要

聽遠的東西，初初就聽到砰、砰、砰、砰、砰，很易起的，實在是那個意識聽的，不

是真正聽到的，漸漸就遠一些，遠到湖邊那裏那些人車行的聲你都聽到了，這裏聽不

到，聽到那邊了。再漸漸地聽到什麼？滿地可(Montréal)裏面的火車開都聽到了，漸

漸地倫敦(美國)那個那個 Bush(布殊)總統與人傾計你都聽到了，如果你有天眼有天

耳，你就聽到他在白宮的圓形會議室裡在怎樣聊天了。天眼天耳一齊來，就聽到他，

聽到他講。有天眼無天耳就見到聽不到的。

然後漸漸地最難得的就是什麼？他心通、神境通那些，這五通之中，他心通就難

一些，不過很多人都做得到，坐在這裡他與你聊天，他定一定就知道你的心想什麼。

如果你初步的，初得天眼的有些就要怎樣？抓住你的手，或者搭一些東西在你那裡才

知道你的心，如果，漸漸地就不用了，你在那邊，我坐在這邊，關上門都知道你在想

什麼。他心通。他心通之前比較容易的是宿命通，我未出世，宿命通在定中，我想回

想過去的東西，念頭一起你就好像做電影那樣一路退，一路把你細路哥，去年怎樣？

前年怎樣？一路倒退上去，即是將那個影片倒轉來退，一路退上去，退到見到你在母

胎的時候狀況是怎樣的，又記回你以前入胎的時候是怎樣？前世是怎樣？漸漸地前世

是怎樣？再前兩世怎樣？第三世怎樣？你可以看到幾百世怎樣你都可以知道、見到，

好像看電影那樣，身歷其境那樣。我有一個親家他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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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輕安之後心很有勢力，得了輕安就修止成功了，修止成功慢慢你會引發神

通，引發神通都是小事，引發五通是小事，第六個漏盡通才厲害，第六個要怎樣？下

面講漏盡通，漏都未盡，漏盡通的第一步，「尤由(依止，能生)通達如所有性毘缽舍

那，速疾能斷生死根本。」現在的人整日講了生死、了生死，你不修觀怎能夠了得生

死？如果你修止成功之後，「尤由依止」，尤其是依據你修止成功之後就能生了，能

生起這種東西，發生一種東西，發生什麼呢？

「能生通達如所有性毘缽舍那，」在止裏面就修觀，生起一種「毘缽舍那」，生

起一種觀，什麼觀？觀有多種，這種觀，「通達如所有性」，在定中能夠體會到，這

個「通達」即是直接接觸到「如所有性」，真如了！真如了，這個「如所有性」是指

真如了。這個就是六祖所講的「無頭無尾，無底無面」的那個東西，「本來無一物」

的那個東西了，這個「如所有性」。在那個止裏面就產生一種能夠證得「如所有性」

的觀出來，在那裡就叫做修觀了，一有了這種觀之後就真是將來可以了生死了，「速

疾能斷」、「速疾能斷生死根本。」你就很快就能夠證得「如所有性」即是見道了，

初地菩薩，你就很快，「速疾」就是很快，能夠剷除這個生死的根本了。生死的根本

是什麼？無明，是嗎？最緊要就是無明。「無明」就產生「行」，「行」就產生

「識」，「識」產生「名色」，剷除了那個無明就真是了卻生死了，生死的根本了。

這樣你修定的功德最大就是這件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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