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眾：1989年續錄 7月 22日。

羅公：你讀《解深密經》就有教你觀這個「無相真如」的。

你一讀《解深密經》就知道什麼叫做「無相真如」了。「無念」者，即是遣除、

遣除妄念。《解深密經》教你，普通都要遣除妄念了！第二步遣除妄念即是什麼？指

一切相，這個就真是無念了，指遣念。一切 image，「相」、那個「相」即是

image，有 image，有個 image在前面就即刻否定它，即刻不要它。這個是修止的

時候，如果修到觀的時候，連佛像都遣除了它，證真如的時候連佛像都遣除。因為何

解？佛像是假法。

聽眾：那你未證真如之前你都是要觀它。

羅公：都是要觀的。要觀的，它這個指證的時候而已！

聽眾：但是如果到證真如的時候，就不需要你自己遣也已經遣了！是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證真如的時候，如果你觀到證真如了，自然你就是……

羅公：證真如的時候那幅佛像是自然沉沒的。

聽眾：即是不用說我現在要遣除它了。

羅公：不用的，到那個時候才遣除的。

這個是指因為觀到純熟的時候，止觀雙運的時候的，所以六祖講是講後一段的！

他不是講前一段的，是講後一段的。「一切相」即是凡有相都要遣除，修定的時候就

完全遣除了雜念，剩下那個佛像在這裏了，都是有相的，有相的都是假佛，是嗎？真

的佛是無相的，所以整個阿彌陀佛遣除，不想他，不想了。不想而已！但是有個概

念，有個 concept，「不想」，是嗎？「不想」這個概念都是相，又遣除，「不想都

是相」，這句話都是「相」，都要遣除，遣到無可遣的時候，就好像一切概念全部都

沉沒了，那時就好似好像豁然開朗，那時候那個無分別智就出現，就不變相分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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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緣真如了！聽《大乘起信論》有無聽到這一句？你有沒有去聽？有沒有去聽？

不過它這件事講得幾到家的，《大乘起信論》這句話。你對一下，我不講，我說

《大乘起信論》不對的！我是有資格講這句話，普通不容易有資格講這句話。因為何

解？《大乘起信論》我可以默(背誦)很多出來的，其熟如此的，即是所謂「有南威之

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你有南威這麼靚的你然後才可以說人家醜樣，如果你自己都

雞豆皮掹 (麻子臉)的，你就不要說別人醜樣，是嗎？「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

割。」你要好像什麼？有那把「龍淵寶劍」那麼利的，你然後才好說我如何舞起這把

劍出來怎樣割人，怎樣如此等等。(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

可以議於斷割。曹植《與楊德祖書》)你如果那把劍是鈍的，你最好少出一句聲。是

嗎？

很多那些老法師他背不過，他拿著本書來講的，我們不是的！那些重要的就要念

(背誦)。我們修止觀是修什麼的？修觀要用言說，言說即是概念，用概念，「因言遣

言」，第一個因是借，借第二個概念來否定第一個概念，又再用第三個概念來否定第

二個概念；再用第四個概念來否定第三個概念，否，一路這樣觀，觀到極的時候大地

平沈那樣，全部東西都沒有了概念，那時禪宗說什麼？大地平沉了。

你說，還有那個「空」，還有個「空」都是概念，連「空」的概念也都無，這樣

就叫做什麼？虛空粉碎，連「空」的概念都整低了，就是虛空粉碎，一切概念全無就

叫做「大地平沉」。你不明白就覺得這些莫名其妙摸不著頭腦，如何摸不著？人家都

不知幾清楚的！「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是嗎？言說，一路借用言說來修觀的時

候，「因言遣言」，借「言」，借概念來排除概念，借名言來排除名言，排到極的時

候，一點概念都沒有的時候，那時就是真如了。「此真如體無有可遣」，有可遣的都

不是真如，都無「可遣」。

那時就怎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這個就是真如實體。一切法都是它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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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是你的本來面目，就是世界的本來面目。「亦無可立，」到那個時候，你想用

概念來立，「立」即是建立，想建立一個概念來表示它，立不到的，你能立的都不是

那套東西。是嗎？無可立。「以一切法悉(皆)同如故。」你立這句，你說真如是白

的，真如所現出來的東西不止白色的嘛！什麼都是真如，牛屎、馬尿都是真如，你用

什麼來建立哪一個概念？

你說真如是牛屎一樣的又不對，你說真如是佛那樣莊嚴的也不對，「亦無可立」

因為「以一切法悉(皆)同如故。」一切法都是與真如實體一樣的。這兩句難明白一

些，前面這兩句好。「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這句。你不要說這

個《大乘起信論》又說它假，又說它不好，是說它不是真是翻譯的，同時不是(不

是、不是)那個八地菩薩馬鳴造的，這點而已！你說它不好也不行的！我們中國也真

是找不到這麼好的東西！中國人自己造的著作找不到這麼好的東西的。

所以梁啟超寫了一本書就叫做《大乘起信論考證》，你現在上去圖書館找一下，

會找到這套書的，《大乘起信論考證》，他在裏面講，明明說《大乘起信論》是假東

西，但他捧到《大乘起信論》都不知幾高！他說，這種思想叫做圓教的思想，是我們

中國人把從西方傳來的佛教下總結而得出來的一種思想，他說，我覺得不知幾光榮！

我們中國人，我們的祖先能夠有這樣好的著作！他不是罵《大乘起信論》，他維護

《大乘起信論》是我們的祖先造的！不是那些印度人造的！我們的祖先造的！我們的

祖宗能夠造到這樣好的書，我就覺得無上光榮！他這樣講法。不過值得看的，這本

書。

聽眾：真是很好。值得看的。

羅公：人家真是到家到極的。「言說之極因言遣言」。這兩句不難讀，全部講了。怎

樣修觀它全部講了。「言說之極因言遣言。」八個字整套《金剛經》講了出

來！所以《金剛經》什麼？《金剛經》講得囉囉嗦嗦，反反復復那樣講，講到

最後就是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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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四句偈。

羅公：那四句偈而已！「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就

是四句。它都不用四句，八個字：「言說之極因言遣言。」連方法都教給你

了！

《金剛經》只是講那個道理你知，它都沒有教你，它這個直情教你。「因言遣

言」即是說什麼？西醫治人家發炎，譬如你肺炎，治療你，肺炎菌是有毒的，盤尼西

林(青黴素，Penicillin)都有毒的，他用毒，有毒的盤尼西林來對付你這些肺炎菌，等

到肺炎菌死了，沒有了，那時連盤尼西林針你都要摒棄它，「言說之極因言遣言。」

聽不聽得明白？

不過這是講修觀的，現在是講修止。先講完這條。「妙三摩地」是意識直接，

「親」即是直接，「親」、直接，directly，直接所緣的境。「須於意境攝持(其)

心。」我們修定是在意識處做功夫來修我們的心，「又如前說是緣實境之(總義或)影

像」他說前面所引的《解深密經》講，我們修止的時候，不是直接修實物的，是修那

些實物的影子、影像的，修的時候是怎樣的？他教你了，這樣就修影像，修佛像了，

修佛像是先觀他的頭抑或觀他的手？或者先觀腳呢？

他說，你自己揀擇了，下面他說：「影像亦有粗、細二分，」他說影像有些是粗

的，比較笨一些的，大一些的，容易觀的，細就很微細的，什麼是粗的？譬如觀它的

手，他的腳，這些就是粗的了，是嗎？你觀他的心口那個個「卍」(音萬)字，或者觀

他怎樣放光，這是微細的。有粗的部分，觀他的眉心那條白毫向右旋，這是微細的。

觀粗的就觀他整個臉，整個頭，觀他的手腳，那些是粗的部分。初時先不要觀整個，

觀一部分，「分」就是觀粗的部分。「有說先緣粗分，待彼堅固，次緣細分。」一

句。

這樣宗喀巴就不一定是這樣主張，他說，「有說」，有人這樣說，先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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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觀，先觀那些粗的部分，譬如觀他的腳，觀他的肩膀，觀他的額頭，觀他那些粗

的；「次緣細分」然後慢慢地譬如觀眼眉毛，那些微細的，慢慢來觀。「待彼堅固，

次緣細分。」等到那些粗的已經觀很玲瓏浮凸了，這樣就再觀那些細的。他說有人這

樣講，即是他不肯定，這樣也行。即是說我歡喜先觀細的，然後再觀粗的都可以。

「自心亦覺粗分易現起故，應先從粗像為所緣境。」如果你亦都覺得，你自己的心亦

都覺得觀粗的容易起定的，你就應該先觀粗的，即是不肯定，如果你自己的心著覺得

觀粗的部分是好的，就觀粗的部分。

「尤為要者，謂如下說，乃至未得如欲定時，不可多遷異類所緣 (來到)修三摩

地。」這句又很緊要。「尤為要者，」他特別要提醒你的，很重要的就是什麼？「謂

如下說，」下文已經提過，即是好像下文所講的那樣，下文怎樣講呢？現在先提出來

講，「乃至未得如欲定時，」什麼叫做「如欲定」？我想觀四臂觀音就觀到整個四臂

觀音在這裡的，我歡喜觀阿彌陀佛就觀到阿彌陀佛整個在這裡的；我想觀哪樣就哪樣

現的，這就是「如欲」，如我們的願望來現，「欲」，「欲」即希望，指依照我們的

希望而現的，如果我們未曾做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就要怎樣？

「不可多遷異類所緣修三摩地。」「異類」、「所緣」即是境界，即是那個佛

像，不要「多遷」，你觀四臂觀音的，你就真是要觀四臂觀音，觀到他整個四臂觀音

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你才能轉，你觀阿彌陀佛的，你就不要今天觀阿彌陀佛，明天就

觀釋迦佛，後日就觀觀音，他說你這樣結果就一事無成。不可變遷你的不同類的所緣

境。不可這樣來修三摩地。「若換眾多異類所緣修(來)三摩地，反成修止最大障

。」你不會成功的。「故先應緣一所緣境，待得止已後乃緣多。」所以結論得到的碍

結論是應該先觀一種所緣的境，先揀定一種，「待得止」，修到它得到起了輕安之

後，修止都成功了，入了初禪之後你再轉移修另一些，修多個都可以。

譬如你現在修阿彌陀佛，你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就是阿彌陀佛，等到你一入

定，你可以入輕安，整個阿彌陀佛在你面前了，你不能這樣：我修多個都好，修四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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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或者我再修個藥師佛。就先選擇一個來修。「後乃緣多」。「如是初得攝心所

緣之量，謂先次第明了攀緣一頭、二臂、身體餘分及二足相，其後思惟身之總相

(體)。」這是他教你的，他怎樣呢？「如是」，這樣，這樣一來，「初得攝心」時，

當你初時想學，「攝」即是修也，想學，學收攝你的心來入定的時候，你「所緣之

量」，當你收起那個心來入定，你所觀那個佛像的量有幾大呢？你要怎樣呢？

「謂先次第明了攀緣一頭、二臂」，有次序地你不要心急，先觀他一個頭，如果

觀頭觀不到，你就先不要觀別的，先觀頭，如果頭觀到了就觀手臂，一個頭、兩隻手

臂，這樣，都觀到了，然後怎樣？「身體餘分」，即是其餘的部分。肚臍、膝蓋、

腳，「及二足相，」其餘部分與那兩隻腳，要這樣。先逐樣觀，觀完頭觀臂，觀完

臂，次第觀，不要一下整個在這裏，這樣，「其後思惟身之總體。」最後就觀整個

相。即是先觀一部分，宗喀巴他這樣教。先觀頭，觀頭的時候你不要理其它部分，跟

住觀手臂，跟著觀肚臍，觀腳、觀膝頭(膝蓋)、觀腳，最後就整個在這裏，整個觀。

「心中若能現起米(半)分粗大支分，縱無光明，應知喜足，」叫你不要心急，

「心中若能現起半(米)分粗大(的)支分，」「支分」即是手、腳那些，大的現不到，

現到一粒米那麼小的一隻腳，或者一隻腳趾，現到一隻手那樣，只要你肯現，現得

到，「縱無光明，」普通你觀的時候，觀成熟的時候是光明的，有時你初觀的時候是

無光明的，而且是小到只有一點點，一隻手指或者怎樣，如果你只是得這樣，縱使沒

有光明相，「應知喜足，」你都應該要歡喜，因為何解？

這個是你的起點，將來你會整個觀到的，故「應知喜足」。「於彼攝心。」你不

要發 憎忟 (發脾氣)，為何這樣！你不要這樣，你要歡喜，很滿足那樣，這樣來攝你的

心。「若以此許猶不為足而不攝(持)心，欲求明顯數數攀緣，所緣雖可略為明(顯)

了，然非僅不得妙三摩地令心安住，且障得定。」他告訴你，若果我只是有一個手

指，一點點，一粒米那麼少，就真是搞不定了！很不滿足，你這樣不滿足，不肯攝住

心，你就很焦慮那樣，就要想，很努力地想，「欲求明顯」，這麼暗的！我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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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發 憎那樣去觀，「數數攀緣」，不斷地攀緣，好像畫那幅畫那樣不斷攀緣，如忟

果你這樣做，很緊張地做，「所緣雖可略為明顯(顯了)，」你的所緣的佛像雖然那時

會明顯一些，那時也會明顯一些的，但是，下面你留意，「非僅不得妙三摩地」，你

這樣搞法不只不會得到妙的定，不只不能夠令你的心安住一路進步，「且障得定」，

而且障礙你入初禪、二禪，是會障礙你入不到定的。

所以最緊要是怎樣？知足，歡喜，啊！我得到，我現在可以了！總是我將來就會

進步的，現在只是見腳趾，將來我就整個、整個見到了！不止這樣，他將來還會對我

講話的，一定得的！這樣要「喜足」。「又若所緣雖不明顯，然於半分所緣持心，亦

能速得妙三摩地。」他說，你想入定，「妙三摩地」即得了輕安，入到初禪以上的

「妙三摩地」，不是說要見到整個佛才能入定，見到半個佛也行的，觀到半個都會入

定，至緊要你不要發 憎，不要緊張，有時只是觀到那個頭，你也可以入到定的。忟

沒有緊要的，他有頭就有身了，身在這裏了！這樣就行了。所以我教你，那個佛

在這裏了！你就要滿足了。「若於所緣的佛像雖然不明顯，」但是得到「半分」，只

有半隻手，一隻手，或者只有一個頭，就將那所緣的「半分」來攝住你的心，不要緊

張，這樣「亦能速得妙三摩地」。這樣就很快會得到了進步，至緊要不要緊張。「次

令明顯，其明易成。」這樣你不緊張，漸漸漸漸他就會明顯的，那種明顯、光明的程

度很容易成功的。他宗喀巴幾十年的經驗，他是聖人來的，他這個是初地菩薩來的，

西藏人公認他，還有人說他是文殊的化身，是不是文殊的化身就不知，不過他這個總

是聖人來的。「又緣總身像時，若身一分極其明了(顯)，可緣彼分。」

他說當你修的時候，整個佛「總身」，整個佛身的時候，如果那個佛身裏面有一

部分特別明了的，或者眼眉中間特別明顯的，或者他那對眼特別明顯的，或者那對手

結個印特別明顯的，這樣你就如何？你就只是觀那部分也可以，只是緣那一部分都可

以，「若彼復沒，仍緣總像。」譬如你觀，觀到眼眉毛很明顯了，你就不要觀兩，只

是觀他的眼眉毛，但是觀著觀著他會沒有了眼眉毛，那就怎樣？「仍緣總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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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再來觀整個佛在這裡。「若欲修……」這就一種了。

他教你如果遇上只有一部分，你就觀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不見了，你就想再他整

個樣子。「若欲修黃而現為紅，」這種叫做「顯色不定」了；如果你本來觀那個阿彌

陀佛金色的，忽然之間血紅那樣的色就怎樣？那個青黃赤白，這種叫做「顯色」，即

是說「顯色不定」，譬如你觀這一種，它走去別的一種，不能決定，「顯色不定」，

那麼「顯色不定」的時候你怎樣？你就放棄它，再觀，重新觀那個佛像，重新觀那個

黃色的佛像。「或欲修坐而現為立，」這樣叫做「形色不定」；有時你觀察那個佛坐

在那裏的，那個佛會站起身的，那你怎樣？

你觀他坐，他變成站著的，這是佛的形狀不定，那怎麼辦？又放棄他，從頭觀那

個坐在那裏的佛。「或欲修一而現為二，」這種叫做「數量不定」；試過，我都試

過，觀一個佛他會變成幾個佛，你們會的！很容易的！觀一個會兩個一排坐在那裏

的，很多人是這樣。那你怎樣？這些叫做什麼？「數量不定」，你觀一個他變成兩

個，「數量不定」，即是說你的心不夠定。這樣你怎麼辦？重新觀他一個，「或欲修

大而現為小，形體不定」了。你觀他一尺的，一縮縮為一粒豆那樣，變為小。或者你

觀他整個人，葉文意最歡喜教人：你有幾高就觀那個佛有多高，這也是辦法來的。

你自己有多高你就觀那個佛有多高，都可以的，不過細個一些更好些，因為細個

一些你可以整個壇城，幾個一齊在那裡的。你觀一個很大就不能觀多個在這裡。普通

西藏的人教別人，都是以英呎，它自己會大的，如果你初修，觀它大它變小，你就是

形式不定，是「形體不定」了，你就怎麼？重新再觀它一呎高。他說，如果遇到這樣

的情形，這種不定的情形，「一(則)定不可隨逐而轉，」這個「定」就是決定，這樣

你、你修定的人就要決定，決定不可跟著它走。

它變小說你不要跟著它細，它會越來越細的，如果它由黃變紅，如果你跟著由得

它變紅，有時它就會變成五顏六色了，你要重新來，即是初學要這樣的。「唯應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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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所緣為所緣境。」遇著這樣的情況，你就應該用回前面的，你最根本的所緣是怎

樣的。想著那個樣子，做所緣的境。這個就已經非常之齊全了，都不用問人了，你還

可以教人。「如何安住」了。有了這個所緣的佛像了，怎樣去望著那個佛像來安心入

定呢？「安住」呢？「安住」者即是入定，怎樣入定呢？他這裏分三點來講了。

一就「立無過規；」建立無過失的規，「規」者，方法，即是規則，「二、破有

過規；」有些人講一些教人的方法是有過失的，要破他；「三、示修時量。」第三講

修的時候講修幾多分鐘幾多秒才適合呢？「今初」，現在講第一段，「立無過規；」

這樣修才無沒有錯，「此中所修妙三摩地具二殊勝：」現在我教你這樣觀佛像去修三

摩地，「三摩地」即是定，是有兩種優勝的，「殊勝」即是優勝。第一點就是「令心

明顯，」你這樣修會令心的意識很明顯的，不會矇查查(不清楚)的，「具明顯分；」

你這樣修下去就有一個明顯的部分在這裡了，兩部分，分作兩部分，殊勝有兩部分，

明顯的部分，你漸漸地會很明顯。「二、專住所緣，無有分別，具安住分。」第二點

優勝，這樣修就會令你專心注意於一個所緣的佛像，你修止的時候不起分別，只是見

到那個佛像，你不必規定這個腳、那個臂又大些，一會又那個腳趾又太細等等，你不

要起那麼多分別，總之你認為這樣最好樣的你就想著這裡，不起分別，你不起分別那

樣就叫做什麼？「安住分」，安心住於定的那部分。

兩部分殊勝，一部分是「明顯分殊勝」，第二部分就「安住分殊勝」，你想能夠

具備這兩部分殊勝你就要怎樣？先對付兩個敵人，一個就是惛沉，一個就是掉舉，剛

才我講過了。「惛沈能障如是明顯，掉舉能障無分別住，」一個敵人就「惛沈」，它

能夠障礙你，令到你不得明顯，第二個敵人就「掉舉」，即是整日那個心思考，要思

考，有意要思考的，這種這樣的要思考的心，「能障無分別住」，障礙你不起分別，

見到佛像的鼻就想一下，麻衣相法講要怎樣的鼻才好，現在那個鼻就怎樣，鼻就大

些，或者怎樣，這樣你就搞不定了！

這樣就「掉舉」了，掉舉能夠障礙你不能夠無分別思考了，「沉、掉二法為修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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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我漏了，這裏填回它，「為修淨定(的)障中上首」了，「上首」即是主要

的，「上首」，「亦即此理。」修定最弊就是「沉、掉」就是這個道理了。最緊要就

是破除「惛沉、掉舉」兩種，「破除之方法皆於後(下)說。」後文再講，不用現在這

麼急。「此中三摩地者，謂心專住所緣，復須於所緣相續而住。」一句。他現在講這

裡：「此中」，這裏，所謂「三摩地」，所謂定，「三摩地」即是定，所謂「禪

定」，「謂心專住所緣，」現在這個三摩地即是止來的，不是觀來的，所謂三摩地是

我們的心專心注意我們所緣的境界，譬如你緣佛像，注意在佛像，不注意其它，「復

須於所緣相續而住。」你見到那個佛，第一個剎那就是見到這個佛，第二個剎那、第

三個剎那，連續每一個剎那，第一個剎那，第一秒鐘，想那個佛像這樣坐在這裏，第

二，第一秒鐘完了，第二秒鐘起了，你又再回憶第一秒鐘的佛像，回憶前面的無間的

心，再回憶那佛像，到第二秒鐘完結了，那個佛像又跟住不見了，到第三秒起的時候

又再回憶那個佛像，一節扣一節回憶這樣連續。當你第一秒鐘見到那個佛像的時候，

即是第一個剎那，不要用秒鐘，第一個剎那，見到那個佛像，第一個剎那完的時候

了，那個佛像就不見了，到第二個剎那如果你的心亂，你就想了另一種東西了，如果

你的心不亂，怎樣叫做不亂？即是你用念、用那個念力，念即是 memory，用念力

再扣前一個剎那那個佛像，再扣住它，於是那個佛像再又出現了。到第二個剎那一完

的時候，那個佛像又不見了，第二個剎那都完了。

第三個剎那你的心又起，一起的時候又用這個念力，用那個記憶，念即是記憶，

記憶再回憶前一念，念念一道扣一道，鎖鏈那樣扣住，即是說，你以為我觀那個佛

像，那個佛不郁的，其實每一剎那一滅，每一剎那開始生，那個佛像生，這個剎那完

他就滅，即是我們觀那個佛像的釋迦佛，或者阿彌陀佛在連續在這裡好像不郁，其實

它每一剎那都是一生一滅、一生一滅，是一個連續的生滅，好像電影裏面的那些菲

林，一片一片，不是不動的，你以為電影是聯絡的，你見到影了那個塔出來，那座塔

不動的，其實它每一個片，每一個剎那一個打出來，那個剎那完了就沒有了，跟著接

續第二個打出去那樣，我們的、我們的思想都是這樣的，我們的觀，觀東西不要以為

這樣：我的心定沒有生滅的，無生滅？每一剎那都是一生一滅。這樣豈不是不能夠連

續？可以的！你說，用念力，第二個剎那再回憶第一個剎那，第一個剎那是觀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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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第二個剎那又回憶，又再觀阿彌陀佛，第三個剎那又再回憶第二個剎那，又令

阿彌陀佛又現前，剎那、剎那，就好像做電影那樣，它快到你覺得它不郁，其實它郁

的。這樣豈不是很悲觀？這樣不夠定？這樣才有進步！何解？你第一個剎那只是見到

腳見不到頭的，第二個剎那除了腳之外你還見到一點點頭了！是嗎？

第三個剎那又熟一些了，就可以見到半個頭了，第四個剎那、第五個剎那就一路

成個，連腳、連頭都現了，這樣又進步，你不要以為生滅，那不是很悲觀？不悲觀，

這樣才有進步，現在那些人說：無常就最慘了，無常，你說它慘確是，你說它有進步

也是，譬如你說一個人，眨一下眼就 80年，死了！無常，這樣就慘了！是嗎？無

常，你後生仔出來的時候，你出來打個幾十塊錢的工，養家都無辦法養，後來一路路

進步就變了什麼？還有錢剩，銀行存摺裏面有大把錢，都是因為無常你然後才有進

步，如果常就死症了！是嗎？常的就死症了。身體瘦弱的就永無好了，常嘛！就是因

為無常，瘦弱就變成了強壯，是嗎？

愚蠢的變了聰明，無常才是好的！但是這樣，所以你說無常不好又不是，你說無

常一定好也不是，怎樣呢？看你的智慧了，世事是無常，看我們用智慧來控制它，控

制它，令它不斷進步，不退步，退步也是無常，控制住它，要進步的！這樣無常也不

怕，無常才好。但是有一種是無辦法的，要死也是無常，就難搞了，不死不行的。是

嗎？但是你不死不行，但死了就沒得進步了，是嗎？譬如我現在識得很多東西了，但

現在要死了，我應該還會進步的，但現在死了，就沒有進步了，那如何是好？

只有問你的智慧了，你的智慧控制，你既然想繼續進步，兩條路進步，第一你就

衛生一些，令你不會這麼快死，是嗎？令你保持健康長壽，是嗎？第一步，多十年

命，你未學完的東西你就可以學完它，這樣就進步了。這些你就要控制了。是嗎？第

二，不怕死的，第二世比今世好，何解？第一，你持戒，是嗎？持「七支性戒」，甚

至持五戒，不用一定要受戒的，如果你受了戒，你不守就一樣無用，是嗎？你不去受

戒，你能夠守戒也一樣是有功德的。守五戒就自然可以保持人身，即是買保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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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間舖頭一定燒不去的，一定有的，是嗎？

如果你修十善就保證你生天，生天就學不到佛，怎麼辦？生天，你念彌勒佛或者

念阿彌陀佛，你祈願我生天我都要生兜率天的就得了，這樣回向就得了。你生兜率天

怎樣都好過在美國嘛！怎樣都好過在加拿大嘛！這樣就是進步。是嗎？即是用我們的

智慧控制它進步，你說，兜率天都還是不好，我去極樂世界，那你就念阿彌陀佛，是

嗎？用你的智慧來控制，這樣你就覺得未去極樂世界，你的心都好像去到極樂世界那

樣。

我時時都覺得，好像人人覺得苦，我都不覺得苦，我現在幾十歲了，都還不斷進

步，每日的知識我還多一些，多一些，雖然追不上別人那麼多，但是每日，每日我都

識多一點東西，每日我亦都可以純熟些，死到來的時候，死了，第二世更好。人的生

命就好像長途旅行，當你長途旅行的時候，你不要在路上撒屎撒尿，整污糟了那條

路，即是說你的人生不要做那麼多罪惡，當你旅行了一個站的時候，你休息的時候，

休息，你休息完第二段就開首了，你休息，你死了就是休息，當你第一段結束就是第

二段的開始，又來。

越整越到，等於你去好像《西遊記》那樣，唐三藏取經去靈山，一段一段，最後

那一段你就到靈山了！那一段你就成佛。何須憂愁？如果你這樣就叫做什麼？用儒家

的講法：「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中庸·第十四章》)一個有學問、有道德的君

子，入到任何哪一個環境，他的心自得其所的，得其所就是極樂世界了！何須真是要

黃金鋪水池？是嗎？蘋果就鑲黃金葉那才叫做極樂世界嗎？心安理得就是極樂世界。

所以六祖他說，極樂世界不用多的。我自己都覺得我的世界好像比一般人徵徵逐逐的

世界好很多。講的誇大些，我覺得我的世界好過李嘉誠的世界。

聽眾：是呀！

羅公：我沒有那麼多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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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樣又怕，那樣又怕，

羅公：我老羅出去都沒有人理……

要把那個念力，所以要怎樣？要那個正念，是嗎？即是前一念的心是正的，這一

念又跟著。這樣即是說，所謂「修定」者就是什麼？用一句話來講，不外如此，是

嗎？用白話來譯了它，正念即是連續，一個正的念連續、連續、連續正念。「三摩地

者，謂心專住所緣，復須於所緣相續」，所謂「相續」就是後一剎那念、再記憶前一

剎那的東西，這個前一剎那的東西叫做「無間心」，這樣就叫做修止了。「此須二種

方便」，你想連續用念來控制心，令到它不亂就有「二種方便」，「方便」即是手

段、手法，用兩種手法，第一個手法，「一、於根本所緣令心不散，」「令心不

(亂、)不散，」

第一，譬如你正在觀阿彌陀佛，那隻手這樣坐在這裡，這個最根本的佛像，你對

於這個根本所緣，時時都一亂就想回那個「根本所緣」，這樣「令心不散」。「二、

於已散、未散、將散、不散(就要)如實了知。」現在我散了，我要知道我的心要散

了，即刻就知道，因為知道你就可以收回你的心了，「已散」就收了。「未散(而)將

散」了，這個心將要散了，即刻又將它抓住，所以對於「已散、未散、(或者)將

散」，甚至我的心沒有散，我很歡喜，現在我的心沒有散都要知道，即是樣樣都要明

明了了，「如實了知」不要增加，不要減少。我是這樣就知道這樣，如實、依照它實

在的情況知道。所以說什麼都不知道的，不行的！尤其是初學修止，要知，第一就要

念，用所緣的佛像不散就要靠念，第二要靠知，正智。「初即正念，」令心不散，令

到那個所緣的佛像不散，就要靠這種正的念力，「念」即是記憶力。「次」，第二就

要正智了，這個讀「知」又得，「智」又得。用我們的智慧知道我現在，我現在知道

是亂了，不給它亂，或者將亂了，不給它亂。要靠這兩種東西。沒這兩種東西會怎

樣？少一種都不行，

「若失正念，忘緣而散，於此無間棄失所緣」了。如果你失了正念，你就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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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緣的佛像了，你的心就散亂了，「所(忘)緣而散，」「於此無間棄失所緣。」一

散亂，「無間」者，你即刻、馬上喪失你所緣的佛像了，就不見了所緣，「故明記所

緣念為根本。」所以我們想把所緣的佛像能夠明明了了地記憶，最根本、最重要的，

我們的記憶就是念，念回以前。你說，六祖無念，那又怎樣？無念者，無其它的念，

念回你所應念的念，明不明白？

所以只是靠《六祖壇經》，我說不行的！完全無念怎可以？是嗎？所謂「無念」

即是不要有妄念，這些正念就不怕。即是這樣，他沒有講給你聽而已！「如《集論》

云：」什麼叫做「念」？《集論》說：「云何為念？」什麼叫做「念」？「於串習

事，心不忘為相，」所謂念，「於串習」，這個「串」字讀慣，豎心邊一個「貫」的

「慣」字，古人是寫這個字的，這個「串」字來的，「串習事」即是平時了解的東

西，「心不忘」心不要忘記，清清楚楚的記憶。這樣，所謂這個「念」的相狀，

「相」即是情況，所謂「念」就是這種這樣的情況，這樣的情況就叫做「念」了。這

樣「念」有什麼好處？「不散為業。」「業」者，即是影響力，發生什麼力量？發生

的力量就是能令我們的心不散，念，所謂這裏什麼？「此說具足三種差別：」「差

別」者即是指什麼？「差別」即是三種不同的性質，三種不同的性格或者性質，差別

即是不同的情況，三種不同的情況，「不散為業。」

或者三方面，「念」，所謂「念」即是三個 aspect，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什

麼？「一、所緣境之差別，先未習境，念則不生，」那個記憶就不會起的。所以你未

修止觀，想觀佛像之前一定要先找好的佛像來看，不然你憑空創造就很難的，稍看一

些好的佛像就容易回憶了。「故說於串習事，」所以一定要「串習」，時時看慣它

的。「此中即令現起先所 定所緣之相。」他說，這裏所謂「念」就是叫你現起你平决

時習慣的，我決定最喜歡觀這個了，就把這個相現出來，這是第一點。

第一點「念」的意義。第二點，「行相差別」，「行相」即是它活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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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是活動，「相」就是情形，那個「念」的活動的情形是怎樣的？「謂心不

忘，即心明記其境，」所謂那個念，那個記憶的念的活動的情況是怎樣的？那個心不

忘記以前的東西，即是說那個心能夠把過去的東西明明白白地重新記出來的，「是須

(令心安住所緣、)相續明記，無少散動。」當我們修止觀的時候，我們的念要怎樣？

要連續每一剎那、每一剎那明明了了記憶回前一剎那的那個佛像，「無少散(亂)，散

動」，不要散動。不要散亂想別的東西，這是第二點，它的行相差別。

第三點，它的作業，它的作用差別。謂「調心，令住所緣，如調象喻，」即是調

伏我們的心，調節我們的心，這個「調」者，即是 control，控制，控制我們的心，

令到它住在，即是對住那個所緣的佛像，不要想別的東西。就舉一個譬喻：「如調象

喻」，好似印度人，那些調象師專門調教那些生象，能夠教那些象，教得牠很聽話的

師傅，調象師，現在叫做練象師，現在有些叫做練馬師，練馬師即是調馬師，「調」

就是訓練牠，有一種調象師。譬如就怎樣呢？

「譬如於一堅牢」、「堅牢(的)樹柱」，譬如一棵大樹要來當柱，或者樹，或者

柱，「以多堅索繫其狂象，」一頭發狂的象，不聽話的象，將一些很堅硬的繩索綁住

那隻象，綁在那支柱處，綁在那棵樹那裡，第一步就這樣。「次調象師令如教行。」

綁著那隻象了，那個練象的師父就教那隻象了，要牠行，牠就要走，要牠坐在這裏，

牠就坐在那裡，「如教行」，要那頭象依他的教訓來做，「若行者，喜(善)；」牠肯

聽你話，牠的活動照著你做，你就很歡喜了，「若不行者，」若牠不聽話，「即以利

數數治罰而令調伏。」調象，那些象皮很厚的，你打牠不痛的，要用那些利 來鈎 鈎 鈎

落牠處，你要用那些「利 數數治罰」，一下不痛，再整到牠痛為止，你聽不聽話？鈎

不聽話就再 你，漸漸那隻象就聽話了。這樣「如是心如未調之象，」譬喻我們的心鈎

就像一隻狂象那樣，「正念索」，「以正念索縛於前說所緣堅柱。」那棵樹，那些柱

就猶如那個佛像，那種正念就等於那條繩，用正念的繩把那個心的狂象綁在那個佛像

處，要它想著那個佛像，「若不住者，」如果它不聽話，你就用 了，什麼 ？「以鈎 鈎

正知 治罰調伏」你的「正知」就是 來的！這樣不對，快些想回佛像，那個就猶如鈎 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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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漸自在轉」，於是你的心漸漸就自然了，很自在那樣能夠觀到那個佛像鈎

了。

下面他說：「正能令心於所緣境相續住者，是明記(的)念」了。正正式式能夠令

你那個狂心在所緣的境，在佛像裏面能夠連續地住在那裏不散的，這個就是你能夠明

明了了再記憶前剎那的狀況，那個正念的「念」，那個「念」就是繩索，「正知間接

亦能令心安住所緣，」「正知」沒有用嗎？「正知」有用，它知道間接直接令到你的

心綁住的就是正念，「正知」就是間接。「謂由正知了知沉、掉或將沉、掉，依此能

不隨沉、掉轉，令住根本所緣事故。」

何解說它間接亦有幫助呢？那個正知，因為我們有了「正知」，有了正知，有了

正知就「了知沉、掉」，了知現在我起惛沉了，現在我起掉舉了，那個正知知道，或

者將近要「沉、掉，」將近要惛沉，或者將近要掉舉了，「依此」，「依此」，

「此」就指正知，依靠我們的正知的力，能夠令到我們不跟著它惛沉，它惛沉我們提

它轉頭，它掉舉我們將它拉轉頭，「令住根本所緣事故。」「根本所緣事」指那個佛

像。原來那個佛像，再緣那個佛像。這裡聽得明白嗎？總之你找其他的就沒有他那麼

詳細的。是嗎？

聽眾：1989年 7月 29日。

羅公：規格即是辦法、方法，那些人修坐禪，有些人的這種方法是有過失的，怎樣

呢？這裏講得很囉嗦的，我將它來刪去了很多。

「故若太策舉，雖能明了，由掉增上，住分難生；」一句。坐禪的人，當你惛沉

的時候，即是懨懨欲睡地惛沉的時候，你就要策舉，「策」者，就好像不斷鞭打那隻

馬一樣，「舉」者，提起你的精神叫做「舉」，你就要策舉起你的精神，但是如果你

不是懨懨欲睡，不是惛沉的時候，你就不要策舉。但有些人不識，一味策舉，這個就

是過失了，一味顧住策舉，所以有些人一味緊張，很緊張地來觀，這樣你不能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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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你太過策舉，要很緊張地來觀，這樣「雖能明了」，你會看那個像看得很清

楚，但是「由掉增上，」「掉舉」就是隨煩惱，煩惱即是掉舉，那個掉舉的力太強，

「增上」就是強，「住分難生」，「住分」即是入定，定的情況。你在那個定的情況

裏面，就很難……這裡坐，「住分」即是，「分」即是部分，「住分」即是住於定那

部分很難產生，即是說你入不到定，太「策舉」入不到定。所以記住，你修禪定不要

太緊張，不要太「策舉」。「若太緩慢，雖有住分，由沉增上，又不明了。」另外一

個極端，「策舉」固然就不好了！

第二是「緩慢」，嘿！由得它，隨它便，一味隨便、緩慢又是弊的！任由它啦！

這樣就會怎樣？太緩慢會有「住分」了，會定，略略有定，但是不能夠明了，闇。現

在很多人修定，烏凜凜(懵懂)那樣，他還說，我能夠一心不亂了！可以不思考，亂鬼

嘛！你的心都快要惛沉了！當然是不思考了，你想想都想不到的嘛！「雖有住分，

(但是)由沉增上，」「沉」即是是惛沉，惛沉是煩惱之一種，隨煩惱之一種，惛沉的

力量太強，「又不明了」，你就變成好像，好像食了安眠藥一樣了，現在大部分就是

這種人，最多了！

以為入定，我可以一心不亂，什麼都不想了。一心不亂有兩種叫做一心不亂的，

一種很明了的一心不亂，一種就好像食了安眠藥那樣的一心不亂那樣，那種好像食了

安眠藥那樣的一心不亂，你修一萬年都沒有用的！所以他這裡教人不要太緩慢，緩慢

就會惛沉，兩者都不夠中道。「其不墮入太急、太緩，緩急適中界限難得，」「界限

(就)難得」，「故極難生俱離沉、掉妙(的)三摩地。」一句。他說有，他說那些修定

的人，是但(總是)墮落一方面的，一就太急，策舉，二就太緩，會惛沉，如果那些人

修定修到能夠又不太急又不太緩，能夠「緩急適中」走進去，走入界限，走入「緩急

適中」這種這樣的 limit裏面就難得的，這個最難得的。如果你能夠這樣你就可以初

禪、二禪一路上了。「故極難生俱離沉、掉妙三摩地。」

所以那些人修定極之難產生那種一方面是離開惛沉，一方面是離開掉舉，兩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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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離的「妙三摩地」。好了，「如是於隨樂所緣安住心已，後即於此，等住其心。」

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修定的人，「於隨樂所緣」，「樂」者，歡喜，隨著你歡喜，

「緣」、「緣」即是攀緣，想，你喜歡想阿彌陀佛，你就想阿彌陀佛，喜歡想觀音就

想觀音，你歡喜什麼都不想，即是說只是想著自己的心。你記住，什麼都不想，什麼

叫做「什麼都不想」？

所謂「什麼都不想」者，對於外面的色、聲、香、味、觸、法，乃至到一切經教

都不想，念念都想著前一念那個心的活動，只想著自己的心，這樣就叫做什麼都不

想。你說這樣都是想住那個心？對了，想回前一個剎那的心，就什麼都不想。這樣我

都還是有思考。所謂一念都不想者，是有兩種一念都不想，第一種是你見道的時候，

沒有相分，沒有東西想的，照出去很清楚的，但是你老兄做不到，是嗎？第二種什麼

都不想，是想住前一個剎那的心，叫做什麼？《解深密經》叫它做攀緣著前一剎那

的，前念的那個無間心，

這是第二種。你們座上這麼多人只可以做第二種而已，第一種不會有的！你們今

世都很難，會有都不定，不過很難了。我就想一下自己行不行，你們也是一樣。不是

那些氣，如果你很好念佛，好好地去到極樂世界，去到那裡就見道了，是嗎？或者你

念彌勒佛，死了之後生兜率，在兜率天處來見道了。在這個地球裡面想見道很難。不

是說不行，不是絕對，你要很精勤，這個人未可限量，你肯精勤，是嗎？

但是何須見道那麼巴閉(厲害)？你能入加行位就已經很不錯了！你現今在美洲去

找個人入加行位的，哪裡找得到？暖、頂、忍、世第一法的那種人哪裡找得到？那種

人第一他一定很好福氣的，在家就一定是王侯之類，那種福氣王侯，在家就大富貴哪

一類。在家的就這樣，如果出家的，就是好像國師那樣的人物，現在都有一些，出家

的有些福氣很好的，但是很多是有福就無智，又要有福，福德資糧；又要有智慧資

糧。你怎知道人家無智？你看看那些著作就知道了，看那些著作就知道了，是嗎？現

在有些人騙人，整日掛上什麼銜頭，什麼博士，又乜乜物物(如此這般)。你什麼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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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你有沒有著作？有無論文發表？

你說我以前有。以前在哪裏發表過？在何處出版過什麼書？問你著作的！是嗎？

不是說我拿了這個銜頭之類就行的！我們一問別人，一定是問人這樣：他有什麼著

作？如果他說沒有，那就不要那樣吹牛了！寫過書，出了著作，或者有人替你出版。

你說，我自己大把錢！那你自己出版囉！不過自己出版，別人有眼看的，天下人不是

個個是蠢仔來的！很多很聰明的。是嗎？所以有時真正修行是很難的。所以見道我們

很難望的，「暖、頂、忍、世第一法」，那些都很好。未到「暖、頂、忍、」又如

何？未到「暖、頂、忍」，那些叫做「資糧位」，資糧位有高級資糧位、中級資糧

位、有些是下級資糧位，你們各位能在這裡聽幾個月的，到是下級資糧了。

我不會捧各位，你很高資糧了，不會，如果這樣講我就是騙你，老實講，我從來

不喜歡騙人的。你們各位大抵都是下等資糧，是嗎？下等資糧，就不至於下下等。下

下等位那些烏凜凜(懵懂)什麼都不知的，只是一心信仰而已，那些是下下等的。如果

你懂得一些經教，尤其是聽得唯識，聽得幾個月的，就不會是下下等了，可以保證不

會是下下等了。上等資糧就不會，上等資糧入定都入得很好的，上等資糧的人。中品

資糧你們各位或會有之，中品資糧會有之。可以，你們可以做得到。總之已經很難得

了，好像現在葉文意、覺岸，你們不要說給師傅聽，羅先生說你們是中品資糧而已！

不過知道也不緊要，他們如果他識得的，說他們中品資糧已經捧得很高了，你說

羅先生已經捧你了！我不輕易說他是中品資糧的，葉文意、劉萬然那些也是中品資糧

的，王聯章那些都是中品資糧，不是上品資糧。上品資糧第一福氣很好，上品資糧福

氣很好，不會現在要頻頻撲撲打份工，上品資糧不會這樣的，上品資糧、上品資糧很

好福氣的，上品資糧那些人。你說，他示現不要福氣，「示現」什麼？你問問劉萬然

是不是示現？你明明是為口奔馳，你怎樣示現？不同的嘛！得罪了！你不要急。

「(對)於隨樂所緣」，隨你們喜歡所觀的緣，這個「緣」即是所觀，看著，你所看著

的或者佛像，或者呼吸，或者那個不淨觀等等，你喜歡觀什麼就想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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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住心已，」你能夠，譬如你想阿彌陀佛，想他在這裏了，那個心一定，我不

想別的東西了，我現在只是一心就是想著他，要不就不想，一想就是想他，這樣「安

住」那個心。「已」就是之後，安住心之後，「後即於此，等住其心。」「等」即是

連續，安住了之後，阿彌陀佛在這裏了！於是在這裏、他在這裡，硬是整天都是想

他，第二個剎那想回前一個剎那，想著他，這個剎那自己知道，我仍然是要想著他，

不想別的，一路這樣下去。就不要吃力，不要太急，不要緊張，但也不要完全不想。

這樣慢慢、慢慢經過幾個月之後，整個阿彌陀佛就玲瓏浮凸在你前面，好像差不多幾

乎會對你講話了。

生的，第一不是平面的，即是立體的，現在你看到的都是平面的，你觀到的是立

體的。第二是生的，活的，不是好像以銅鑄的像那樣的，你以前看到那些用銅來鑄，

用銅來雕刻的那些就怎樣？這些叫做什麼？這些叫做什麼？「托質變相」，托質，

「相」就是相分，相分即是那個 image。因為我們入定的時候就想著、整天想住我

們自己意識裡面的 image，那個影像叫做相分，但是那個相分不是憑空起的，要托

某一種東西做本質，做緣，做增上緣，然後才能變起的。譬如一個人自小未見過父

親，現在他想父親要怎樣想？一定要找些本質來托的。

譬如有一個人就告訴他，你的父親有鬚的，就像隔離的那個阿伯那樣有鬚的。這

樣他想父親的時候就會借隔離阿伯那撮鬚來做本質，變起他父親的那撮鬚了，「托質

變相」。如果有人說，你父親是國字口臉的，就像那個豬肉舖的老闆那樣，國字口臉

的！你將來變起父親的時候，除了那把鬚之外，還會想著國字口臉。托那個老闆的臉

型做本質，去變起你自己的 image，好像你寫畫，現在的寫畫人都要寫生，托那個

自然界的山水去做本質，來起你這幅畫裡面的那種境界，就叫做「托質變相」。

那些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一種人就死望實那個佛像，那種是最蠢的人，對著那個

佛像望實他，那些是一級蠢仔！二級蠢仔是什麼？死觀實我那個佛都是一尺高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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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一定要觀那個佛非要一尺高不可，多一寸都不行！少一寸也不行！那個佛的鼻是

扁的，我觀那個佛是扁鼻的就一定要觀那個佛是扁鼻的。這些就是二級蠢仔，一級蠢

仔就看實他，二級蠢仔就這樣。怎樣叫做不蠢？那他做本質，知道那個佛是這樣相好

的，自己意識去產生，那個銅像的鼻都還是嫌扁了一些，我要想他高一些的，你那個

就變了高一些了；你那個像沒有放光的，我要想他放光的。「托質變相」，明不明

白？

這個都是《十六觀經》教你逐步逐步觀，它講給你聽，等你都是「托質變相」，

平時見到那些水，見過那些日光，托它的本質，令你修觀的時候見到那個相。「托質

變相」，明不明白？那個「等」即是連續，連續那個心安定，一路地觀下去。你說，

這樣很辛苦？我已經告訴你，你不要緊張就不辛苦了！怎樣不緊張？他在這裏了！只

要你不想別的東西就行了，當你一知道想別的東西，你就即刻又想回他，是嗎？

第二種東西不想的時候，他在這裡了！還要什麼？我現在望著他，他望著我了！

你這樣就行了。他看著我，他很慈悲的，就好像我的母親一樣，母親看護小孩子一

樣，她很慈悲地看著我，害怕我跌倒的就可以了。這樣你的心不止不緊張，你還很舒

服，就好像一個細路哥在媽媽的懷抱裡那樣，你試一試，你回去試一試，這個方法是

最好的，好像一個媽媽一樣，總是看護著我。不止我現在坐在這裏他看護著我，令我

不起雜念，因為他整日加持著我，加一種力量支持 我。我現在入定，我出定的時候着

他都不會有什麼禍、禍患來入到我的身上的，總之他一切都是保護我的。除非我五逆

十惡大不了的罪業，否則大事會化小，小事會化無，他整日看護著我的，這樣想著，

這樣你就會禍患少些。

明明那裏，你 車揸 (駕駛)的，你該今天都會撞一下車的，動一下，那天剛剛碰到

臨出門口，肚子痛，不去了！那你就怎樣？你撞車的那一幕就會不見了。撞車的那一

幕不見了，會不會將來又撞？將來誰得閒來撞你？你剛好遇上是撞那裏的車嘛！將來

你都不知去了哪裏找了，你撞車的那一幕可能一路拖延，不知拖到幾時再出現，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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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你的心臟不大好，醫生叫你不要 車，你就不會 車揸 揸 (駕駛)，不會駕駛即是說，

你今世撞車的那一幕你今世就出現不了，要留到第二世，第二世就弱了，是嗎？如果

第二世你都生到極樂世界去了，都沒有了，極樂世界沒有車給你撞的！這即是什麼？

永遠凍結了，不是說沒有，不是說這種業會消除了，而是永遠凍結，永遠凍結與消除

有什麼分別？銀行有筆錢，你永遠拿不到的，你說與無有什麼分別呢？你說是嗎？

這樣，你念佛，修止觀念佛，所以他說觀佛像最妙就是這樣。不用入廟的，不用

去寺門的，寺門安的那個都沒有你的那個那麼靚的，你現在坐，我就覺得這樣了，入

去寺門那個不會放光的，我閉上眼睛想的那個會放光的，我喜歡他光些他又光些，譬

如他耀眼了，不用這樣光，他就沒有那麼光，你試一下，回去試一下，他好像會郁那

樣的。你還可以與他講話，你可以與他講話，我想請求你什麼。請你加被我，對他

講。你講你又不用心怯，他好像母親對子女那樣，子女對母親有什麼不可以講？要錢

拿錢亦可以，要吃就拿食也可以，你修佛像就有這個好處。所以宗喀巴揀，這麼多選

擇他都不要，很多種攀緣，他選擇佛像。如果你修密宗那些更好，那些西藏喇嘛時時

見到那個本尊對他講話的！

譬如他想去哪裏，他會問他的本尊的，我去好不好？他的本尊回答他的，在定裡

會聽到他答他的。可以去或者不要去，或者遇到什麼情況你就要停止，那個本尊會

講。那些西藏喇嘛很多，多到了不得！現在你那些人說，哎呀！他在定裏面好境界見

到那個佛，那個佛幾乎會出聲的，那些西藏喇嘛看這些是當平時食便飯！因為喇嘛他

們整日修的，尤其是整日修一定有一個本尊的。修四臂觀音，早又修一堂，晚又修一

堂，行、住、坐、臥都是觀音看護住我的，我不怕的，這樣一有什麼他就去問觀音

了，那個觀音好像會答他一樣的，漸漸地他會答你的！會的。

這樣還有一樣好，聽不到他出聲，但是心裡覺得他會告訴你聽你怎樣做，這樣你

很容易做得到的。你會這樣講，這個不是自己催眠？自己催眠又有什麼害處呢？現在

催眠催好而已！最怕催壞，我現在不是自己催眠，催完之後去打劫銀行，不是嘛！我

現在想成佛，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現在催這些眠，你又不是催眠嗎？努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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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我又如何將來賺錢，你整日這樣你還不是一樣催眠？這個世界上看看大催眠還是

小催眠，整日都是正在催眠中，自己整日在催眠中。你想一想。

好了，你看這裡：「善等住已，即應於心如是觀察，為於所緣心善轉(持)耶？」

啊！「心善持耶？為沉沒耶？為外散耶？」先這三句，人家說，入定你不要思考！他

這裡教你剛好相反，「善等住已，」「善」即是好好地，當你好好地能夠那個心連續

的定、定地住在這裏，住在定中的時候你就要怎樣？不是說死的那樣的，是怎樣？

「即應於心如是觀察，」即是間中，間中在你的心是這樣觀察你的心，「如是」即是

這樣觀察你的心，怎樣觀察？你自己檢討一下，「為於所緣心善持耶？」我現在對於

我所攀緣所觀想的那個佛像，是否能夠做到好好地觀呢？如果不好我就要改變一下

了。改變好它了。「為於所緣心善持耶？」「為沉沒耶？」抑或是我現在是沉沒想

睡？檢討一下；「為外散耶？」是否我們的心向外想了色、聲、香、味、觸，想了別

的東西？自己檢討一下。

現在的人叫你不要思考就可以了！不要思考就可以了！他這個偏偏就叫你當你入

到、將近那個心，能夠那個心入到定，你將那個心很定很定的時候，你要檢討，時時

檢討，「此非棄捨三摩地已，如是觀察，是住定中，觀其住否(的)根本所緣。」「觀

其住否根本所緣。」一句。講明給你聽，「此非棄捨三摩地」，「棄捨三摩地」即是

說他現在不是不修定了，以後都不修定，不是這樣「棄捨」，這個「棄捨」是什麼？

這個是 stop了，我現在修一小時，我一小時完了，這叫做就「棄捨」了，即是修完

那一坐，這個不是要等你修完那一坐定，三摩地定，不是說等你修完定然後才觀察，

觀察即是檢討，「是住定中，觀其住否」，而是在定中時時檢討，檢討你什麼？是否

住在根本所緣？

譬如你觀阿彌陀佛，那個阿彌陀佛就是你根本的所緣境，你如果是觀四臂觀音，

四臂觀音就是你的根本所緣境，如果你是觀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就是你的根本所

緣境，所謂檢討，檢討是嗎？我們現在修定是否能夠觀著那個根本所緣不散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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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若未住者，當觀隨逐沉、掉何轉。非纔住定時太短促亦非太久，是於中間時

時觀照。」一句。「若未住者，」如果當我們觀察的時候，觀察到我本來是觀阿彌陀

佛的，現在都觀著觀著我走了去觀了準提，即是想了另外一種東西，如果「未住」

的，就「當觀隨逐沉、掉何相(轉)。」你就要檢討了，我修定之所以修不成功，一是

因為惛沉，二就因為掉舉，到底我是因為惛沉的緣故抑或因為掉舉的緣故？搞到我觀

阿彌陀佛的樣子，或者觀音的樣子都觀得不清楚呢？你就自己檢討一下。要這樣時時

檢討的，尤其是對初學來講。初學，怎樣叫做初學？未得輕安以前就叫做初學，明白

了？

未入初禪的時候就統統叫做初學。全身輕安起了之後，你就叫做入了，就叫做成

功了，就修止成功了。所以這句話座上各人都適用的。「非纔住定時太短促亦非太

久，」並不是說，「住定」即是入定，並不是說我現在修習定的時候，很短，我即刻

我已經坐了十分鐘了！我應該檢討了！你不要這樣板。「亦非太久，」不用這麼快檢

討，等我坐夠四十分鐘才檢討吧！亦不要這樣，總之你的心覺得似亂非亂的時候，你

就要檢討，「是於中間時時觀照。」在修定的中間時時地觀察，時時那樣觀照。「觀

照」即是觀察。明白了？

這樣就已經解答了。是不是什麼都要等修完定，起身才檢討？不是，你怎樣？正

在修定的時候你就檢討了，這是宗喀巴的辦法。如果不照這個辦法，一味要等到修完

定才檢討，這是有過失的規，如果一定是太急也是有過失的規，太慢不理它又是過失

的規格，明白了嗎？你讀這一段就好過找個師傅拿著那些禪棒來拍你，這樣好過，你

自己留意就可以了，何須要別人在旁邊巡來〔提醒〕？一個美國人，他很羨慕日本的

雲門宗修禪的，很了不起的！日本修禪，真正好的。它何解？日本人修禪就照足雲門

宗的，而雲門宗修禪是正式唐朝的修禪方法。日本人的性情很保守的，唐朝的衣服那

樣的裝束他們現在都照那樣的裝束的，唐朝修密宗是這樣的法式它現在都照樣一樣

的，日本人他不變的。唐朝雲門宗那些人這樣修，他們現在就照足唐、宋的一樣這樣

修，所以很 classical的，很古典化的，他們日本人修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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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美國的哈佛大學的博士，他就學一些禪宗，他走去日本學打坐，我認識

的，這個哈佛的博士。去打坐，被那個禪師，他有一次坐在那裏的時候，挺起胸這樣

坐，那個維那師拿住支棒，兩隻手，一隻手就撳住推他，另一隻手就頂住他，即是他

這樣，那些西方人很喜歡挺起胸的，他挺起胸，被那個禪師一隻手推他的胸入，兩隻

手的，一隻手就推他出去。他這個人，西方人的脾氣很怪的，我坐的這樣定，你這樣

按我，豈非很容易令到我神經失常？不高興了，坐了一段他累了，那個維那師就拿住

一支東西，他拿住那支很長的東西去篤他，篤他的背脊，坐在那裏棟篤企(垂直的)，

九十度角垂直的，perpendicular一條垂直線那樣，見到他彎，頭又這裏有剩下，空

了，這裡又空了，這裡又凸了。那個維那師就推他，推他，他不動，不動，那個維那

師在他的肩膀拍了幾下，他即刻起身走人。那個博士即刻起身走人！有一回這樣的

事。這個人、這個博士我認識他的。這樣搞法！再打還得了！這樣搞法會打傷的！這

樣搞法打下去，其實不傷的，會打不傷的，不響的就傷。

聽眾：啪一聲！

羅公：會響的啪一聲那些不傷的，沒有多少人會打的！

現在的人，誰人都說拿支東西下去巡！你小心呀！虛雲法師座下有幾個人，是叫做

打香板，是打得很好的。現在最近在香港死了那個忍慧法師，打香板打得很好的，啪一

聲響，打得不痛的。響，不痛，成個被你驚一驚醒，不痛的，那些打得不響的，尤其是

打下去的時候，一塊板垂直打下去不痛的，它打歪的時候撇下來你就死了！會傷的！啪

一下歪一點，歪一點就好像拿著把刀背劈下去那樣了！這樣就傷了。所以要打香板，那

些叫做維那師，做維那師打香板要認真受過訓練的，不是隨便人人都可以做維那師的，

你打傷人怎麼辦？我那個朋友就真是笑話了，哈佛大學給錢他去日本，已經拿到博士學

位了，給錢他去日本學坐禪，去到被人家打兩下就即刻發脾氣走起身。人家不理他，由

得他走了。從此走了，回美國了，不學了！這種人怎能學得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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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羅公。

羅公：什麼？

破了那個有過的規了，就要什麼？下面了，第三了，「示修時量。」這個也是很

緊要的。你修定嘛！修一個小時好抑或修半個小時好？他教你。「(第)三、示修時

量。」開示你修定的時候的時間的分量，「第三、示修時量。由念令心住所緣境，應

住幾久？有無定量？」用你的念力，後一個剎那想回前一個剎那那個心的樣子，譬如

後一、前一個剎那想起阿彌陀佛，你後一個剎那就想回前一個剎那所想的阿彌陀佛，

由那個念力，「念」即是記憶，由記憶力，令到心安住在那個所緣的境了，它現在問

題是這樣，「應住幾久？」要多久？修定即是說你修觀多久？「有無定量」？是不是

一定要半小時才起坐？是不是要修到兩點鐘為止？

現在禪宗的人就修一支玉香，虛雲和尚就一支玉香，你修過沒有？一支那麼長的

玉香，無骨的玉香一支插在那裡。那支玉香完，那個維那師就叮了。那些西藏人很多

都是用香的，那些西藏人香爐，將來你去托人去香港買一個香爐，有限錢的，二百幾

元一個，你去劉萬然那裏看看，劉萬然有個在這裡。我就沒有帶來的，我什麼都不需

要的，我有香就點一支隨便插下去，佛像我也不需要，我想的那個比它更靚，心裡面

有一個。有的賣，五百元一個大的，小的二百五，你買了？在香港帶回來？

聽眾：在這裡。

羅公：一格一格，每一格熏也行。這叫做「瑞腦」，知不知？知不知？

聽眾：香啦！

羅公：香，古代的香，那些龍涎香用些什麼？用那些冰片那一類的東西，那些叫做龍

腦，龍腦香，我們現在叫做冰片，生瘡、生癩要來灑的冰片，那些叫龍腦，舊

時的香，那些香粉用一些冰片來混合，辟邪氣與殺那些，殺那些濾過性病毒，

有那些龍腦香、龍腦在裡面，加上那些香粉，所以叫做「瑞腦」，「瑞」就是

祥瑞的、好的腦，現在加添一些腦了，燒完了，因為她很愁，燒完一個就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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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第三個，就添，「金獸」呢？「消金獸」。

聽眾：香爐囉！

羅公：香爐，香爐那隻耳，以前那個蓋，那個蓋不是整隻獅子在那裡的？那個銅香爐

是金色的嘛！「瑞腦添(銷)金獸」，舊時的人整日燒香的，燒香的人令你的心

定。

聽眾：薰好些？

羅公：什麼？

聽眾：薰好些？

羅公：薰是嗎？我不記得是「添」還是「薰」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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