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眾：續 7月 29日。

他答了：「西藏各派諸師皆說時少(短)數多。」西藏各派不論黃教、紅教各派的

人都是這樣，要怎樣？修的時間不要太長，要「時少 (短)」，「數多」，修的次數

多。早、午、晚三次了。是嗎？如果你做喇嘛就可以整到五次都行的。不過我們普通

找兩次已經很難了，所以你想入高級資糧，你說有多難。定力不好就入不了高級資糧

位，加行就更加不行了！加行已經入到第四禪了，希望大家能夠最低限度每天修一

次，一次，一次又不要少過半小時，因為何解？第一次輕安多數是 45分鐘之後的，

我問過很多人，我自己也是如此，葉文意對我講也是 40分鐘，葉文意第一次輕安

起，坐下來 40分鐘左右然後才起的。

聽眾：她起時如何知道？怎知道 40分鐘？

羅公：她一定是知道的，一定是有一個座鐘在那裡了！她說 40分鐘，都知道的，現

在坐下的時候，將近起身的時候，我都可以知道的，我已經坐了多少時間了，

很準的。

聽眾：心中有數的。

羅公：什麼？心中有數的。她知道的。總之大概是後一段才起的，如果你一小時入

定。所以最好就怎樣？不要少過半小時，初學切記切記不要超過一小時，一支

玉香大概是一小時左右，有沒有試過？

聽眾：有。一小時左右。

羅公：慢慢多了，多了你就可以坐在那裏，不麻痺的，不麻痺你就可以，我都試過，

一坐好像很長時間了？起身了！起來後一看，原來已經是一小時四十分鐘。我

未試過認真，連翹腳，連郁兩小時都試過，是嗎？但真正在定裏面，試過一小

時四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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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初學不要學這樣，初學要慢慢來，樣樣東西都要記住，毋欲速，不要快，快一

定不行。記住這幾個字：「時」要少，「數」，次數要多。我們沒有辦法，「時

少」，如果你每日一次最多半小時，那麼你今世都不會輕安起的，要怎樣？一定要坐

到，坐到怎樣？坐到一小時左右，大概四十至四十五分鐘之後輕安起，輕安起了之

後，你又不捨得出定了，覺得很爽的那樣，都是譬如你日日坐，今天坐，剛好今日星

期日，坐久一些，那時是九點鐘，剛好九點左右輕安起了，明天你要返工就不起了，

九點鐘，是嗎？八點鐘坐，求其(隨便)坐半小時之後就去返工，它就不起的，到你去

到寫字樓坐下了，九點鐘左右它輕安起了！它這樣的！你即刻由得它，〔叫它〕不要

起就行了。它會怎樣？輕安起的時候就會怎樣？

你坐 ，你不休息輕安就不起的，你剛好九點鐘在寫字樓剛剛休息的時候它就會着

這樣了，這裡暖暖的，好像想走的那樣，那道氣，有一道氣，有時在丹田處好像會走

那樣，我在巴士那裡，那氣會走的時候，剛剛會依時起的！葉文意就是如此了，她問

我，有一次我又是吃了她的一個潮州翅了，她請我食潮州翅，她知道我歡喜食潮州

翅。羅先生，它會起慣的！一到時候，我正在工作，正在上課它起。我說：是這樣

的，你叫它不要起就行了。她現在控制到了，葉文意控制到的，她叫它不起，它就不

起了。你散了它，你不要集中意念在那裡，它就不起。看回這裏。「時久易墮惛沉

(隨沉、掉)增上而轉，」如果修的時間太久，很容易跌下去惛沉，會懨懨欲睡那樣，

「增上」者，即是那種惛沉的力量強，那種惛沉的力量轉動，惛沉是癡來的，貪、

嗔、癡到癡來的，掉舉是貪的變相，這樣各種惛沉的「增上」，「則極難生無過的正

規(正定)。」「若能如前修念正知，時時憶念觀察所緣，時雖略久，亦無過失。」

如果初學，怕惛沉就不要坐太久，但是如果修得久了，「若能如前修念正知，」

如果你到家一些了，修到時時都能夠在修定中間能夠時時檢討了，「念」就是想著那

個像就叫做念，「正知」指什麼？指我現在檢討有沒有惛沉，無或者有就叫做「正

知」。即是自己知道自己，叫做「正知」。修定又要有念，又要有「正知」兩種的。

現在的人都不用「知」的，那些人！好像懵修定的那你就死了！將來真是坐在那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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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無疾而終，這樣搞法不行的。還要怎樣？怎樣叫做「念」？

「時時憶念」，憶念那個佛像，或者憶念那個呼吸，時時「觀察(他的)所緣，」

看看我觀的佛像會不會觀出了別的東西，會不會有條蛇在旁邊，或者會不會觀 觀着 着

觀出了跑馬地那個買馬的電算機出來。會的！「時雖略久，亦無過失。」如果能夠做

到這樣的程度，稍為長些都沒有問題。「然初業者，若時長久，多生忘念(與)散

亂，」「初業」即是初修業的人，如果時間長久多數會失念，「忘念」，忘記了念那

個佛像或者呼吸，那個心就散亂了。

所以說什麼？這一段整段就是什麼？「時少數多」，最好有兩次，早一次晚一次

最好。如果有家室的人，所以修定的人就不及出家好就是這個意思，有家室的時候，

你一早起身不理孩子，不理老婆，我入定。到臨睡覺，你們全部先睡，老子我入定，

這件事很難搞的，是嗎？所以就不及出家，出家的好處是自由身，還有你們那些不結

婚的都是好的，都是自由身，你入定就入定了，誰理你？是嗎？

好了，先放一個 break，一會講。住所緣後應如何修？怎樣是住所緣後？譬如你

是想住呼吸的，你的呼吸都想到了，不亂了，那你應該怎樣？再進一步應該怎樣？例

如你喜歡阿彌陀佛，觀到阿彌陀佛在前面了，那你怎樣？觀到了，你應該怎樣？下

面：之後你應該怎樣？

聽眾：住了。

羅公：「有沉掉時」，「住所緣後應如何修分二(點)」來講，你雖然是「住所緣」，

但你漸漸會起惛沉都說不定的，所以「有沉掉時應如何修」？住了所緣之後忽

然間又起惛沉，或者是起掉舉的時候你如何應付？「(第)二、離沉掉時應如何

修。」你搞定了，惛沉又不起了，掉舉又沒有了，清淨了，你這時又怎樣？他

教你，他現在先講第一點。有沉、有掉的時候應該如何修？「初又分二：」第

一點又分開兩方面來講。第一「修習對治不知沉掉；」對付這種這樣的毛病，

3



沉、掉都不知。

聽眾：不知還是不如？

羅公：那是「知」字，我寫錯，「知」字。

起了惛沉、掉舉都不知道，好像剛才鍾先生講他數數，一路數數，數突了十都不

知道那樣，有時自己惛沉都不知道自己惛沉的，他睡著了。有時自己掉舉，意馬心猿

就跟住它上。這樣，又應如何修？這個對治有惛沉、有掉舉都不知的，先講對付這

種，然後繼續第二然後講。「修習知已」，「為斷」，漏了個「斷」字，斬斷的斷，

「為斷彼故對治不起(勤)功用。」這個，這個就怎樣？「修習」，另外一種修習，

「知已」，知道了，知道惛沉，他已經到家，惛沉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惛沉；掉舉的時

候他自己知道自己掉舉了，「知已」，知道之後怎樣？要再做進一步的功夫，「為治

(斷)彼故」，為對付這個惛沉，知道還不對付它？「為斷彼故」，剷除它。要怎樣？

你想斷除它要起功用了，起功用即是什麼？加功去做了，有些明知他惛沉起了，掉舉

起了，他不起功用，即是不長進，不起功用，他都不肯、不肯對付。這樣就應該如何

對付？遇著這樣的情形又如何呢？

現在先講第一個，「一、修習對治不知沉掉；」有一種人，尤其是初學的人，惛

沉他不知道自己惛沉；掉舉他不知道自己掉舉，現在講：「決擇沉掉之相；」又分兩

點，「初又分二：」「決擇」即是檢討，檢討惛沉、掉舉這兩種情況，「二、於正修

時生覺沉掉正知之方便。」第二是講什麼？當你正正式式修定的時候，你用什麼方法

去覺知？覺知什麼？覺知「沉、掉」，覺知有惛沉你知道它惛沉，掉舉來你知道它掉

舉，那種正式的「正知之方法(便)。」「方便」即是方法，怎樣知道？現在先講第一

了，「決擇沉掉之相」是怎樣？到底怎樣？沉的時候是怎樣？現在空口講白話，我要

不惛沉、不掉舉。你講無用，什麼叫做「惛沉」什麼叫做「掉舉」？你要先明白，

現在的人學佛最棹忌，滿口名詞，對於那個名詞所講的內容他不知道的，很多人

這樣的，現在很多人講得滿口佛性，佛性是怎樣的？他烏凜凜，這樣即是你不懂。

4



「佛性」兩個字用英文講就是 fat 就 fat，sing 就是 sing了，你只是識兩個音而已，

佛性是什麼你根本就不懂！是嗎？有些就籠籠統統，以為佛性，那個「我」字就是佛

性了，那個「真我」，是嗎？現在十個有八個是這樣的，如果你不信你去驗一下，比

比皆是！這些人聽到就嬲死我了！是嗎？

但是沒有辦法，這種人是這樣的！這些人一世人就悠悠忽忽，很容易眨下眼就

六、七十歲，一死的時候，忽然間溘然長逝，那時候就與草木同腐了！燒那些灰就變

成了肥料，是嗎？與草木同腐了，很可憐的人生。如果一個人生不醒覺，這種人很可

憐的。所以我經常覺得我好像很幸福那樣，我時時都覺，醒覺，很多東西我知，能不

能行是一回事，最低限度我知，好過你班人連知都不知道。是嗎？

好了，現在「決擇沉掉之相；」現在先講掉舉。先檢討什麼叫做「掉舉」？「掉

舉如《集論》云：」《集論》即是無著菩薩所造的，無著菩薩所造的、大乘的專門解

釋那些大乘有宗，即是法相宗的哲學的，《集論》。《集論》這本書如果是西藏人，

中國人是不看的，你現在試一下問：你看過《集論》沒有？你問，你問十個，我估計

你找不到一個看過《集論》的，但是西藏人如果你不看，你無資格去考大喇嘛資格，

西藏那些博士叫做格西，你想拿格西的銜頭，你就要參加考試，參加考試不是在課室

考的！西藏人考試。所以西藏有很多成功的喇嘛，你不要小看他，有些當然是大喇

嘛，那些小喇嘛當然就什麼都不懂，大喇嘛很有學問的，他要怎樣？

在大庭廣眾，在達賴那裡，布達拉宮的大庭那裡，全部搭起了帳幕，所有諸山的

大喇嘛，即是現在的所謂諸山長老與一切有名氣的居士，全部請來，譬如你這十個人

考格西，好，你十個人坐到一邊，另外那些人有幾個是學者，那些評議員，評議的，

當然是有一流學問的那些人做評議員，即是好像現在那些電視台選美那樣。逐個叫出

來：你現在想主張些什麼？立論，你立什麼論？

你現在考試，別人駁你，別人駁不了你的，你就 pass了，你先立論，譬如你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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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我要立「無我」，當然佛教徒就個個都可以說無我了，那班學者在這裡個個

問你，他們平時很好知識的，它當不識來問你，什麼叫做「無我」？你答，在什麼經

裏面講的？請你引經，你考試就有五本，總共有六本課本，好像香港會考那樣，六套

書，出自那裡？你要引出來。好了，引經，你現在說無我，你的意見你講出來。你講

了，講完之後，那班老宿，老師宿儒問你，提出很多問題來挖苦你，你一一要答覆。

答覆到他們認為滿意。

不過這些人很慈悲的，挖苦你，確實知道你確實是可以的，他會表示滿意。個

個，又有一種人，總之任你問，那六本書裡面所有的東西他全部都可以問你。問到都

認為滿意了，最要緊是那些評議員，要全體認為沒問題，無人反對，你就叫做「格

西」了，給「格西」銜你了。我們就叫做博士，他們就叫做格西。西藏的格西是最難

拿的，漢族人有幾個拿得到，哪個？半個，漢族人去拿的只有半個，在那裡？現在在

台灣，這個人在台灣，叫做歐陽無畏(1913－1991)，歐陽鷙，姓歐陽，那個鷙字，

執字下面那個貝(鳥)字，歐陽鷙別字叫做無畏，歐陽無畏，在輔仁大學兼任教員的，

兼任教授來的。同時在政治大學也兼過，歐陽鷙專教人什麼？專教人讀西藏文。劉銳

之在台灣學西藏文，就跟歐陽鷙學的，劉銳之整天給歐陽鷙罵，罵得很厲害，又說他

蠢，又說他鈍，一定蠢啦！一個人 50歲以後，然後再學另外一種語言是很㪐㩿(艱

澀)的嘛！學不懂的，劉銳之就很抵得罵，是、是、是，一味又頂禮又如何，歐陽鷙

那些人講給我聽的，你劉銳之在香港那麼架勢，那些弟子向他磕頭，他去到給歐陽鷙

罵，罵他這一樣他就趴在那裡頂禮，罵他另一樣就馬上頂禮，很恭敬的！

他就怎樣？他曾經就留學西藏，跟著法尊那批人去西藏的，跟著大勇法師他們去

西藏，去西藏他入西藏那間布達拉、那間叫做哲蚌寺，西藏的最高學府，在那裡學，

結業出來考格西，考了一個叫做後補格西，真激死！他都是後補格西而已！即是你中

國人講西藏話就已經差一些了，語言的關係講不好，所以就給他一個後補格西，即是

那些候補博士，現在日本那些，很多後補博士的，霍韜晦就候補博士了。候補博士都

已經很難了，不容易的。賢德就是候補博士了，他拿不到的。後補博士。這樣，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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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鷙就拿了個後補博士，現在他在台灣就呱呱叫的。

不知何解他特別刻薄劉銳之的，他又是偏見，劉銳之是紅教的，歐陽鷙就最憎紅

教的人，歐陽鷙是黃教的。他說：紅教的人不行的！娶妻、食肉不對的！他歐陽鷙就

食齋的，沒有老婆的，他是喇嘛來的。紅教的人有老婆有子女的，又不食齋的。所以

歐陽鷙最憎紅教，劉銳之就紅教的，所以他就樣樣東西挑剔劉銳之，但是劉銳之就好

脾氣，他對人就整天罵人，他罵人好像我那麼厲害的，但是他對歐陽鷙就客氣十足

了，我就學不得他，我對老師，我不要老師的，我的老師當然我很恭敬他的，我的老

師已經死了，太虛法師就已經死了。我去見老師的時候，他就與我下棋的，我很〔恭

敬〕他的。與他出去看金魚，他最喜歡看金魚，那個放生池裏面養了不知幾多金魚，

那些金魚養到整一尺長的，他養金魚，得閒就去看金魚了。

一陣會有人來找我了，葉文意有一個學生。考到半個〔格西〕，這個人有料的，

但是可惜他的語言。即是現在很多人，很好學問，但是英文講不到，講不流利。歐陽

鷙他就這樣。但是他雖然在西藏講不好，來到在中國他就可以教了。那本《集論》，

六本之中至緊要第一本就是《菩提道次第廣論》，即是現在我們選的這本，這本是必

考的，這是黃教的。第二派的不考那些格西的！不要的，黃教的人就一定要考格西。

除了那本《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外，就五本了。

一本就叫做《現觀莊嚴論》，必考的，是彌勒菩薩解釋《大般若經》的，《現觀

莊嚴論》，圖書館沒有的，這裡一定沒有了。日文有，曾經有人譯過做英文，但是可

惜現在的大圖書館沒有。這本書包(肯定)你沒有，有就有，裏面有一個綱要就會找得

到。佛教、《現代佛教叢書》裏面有一個綱要，法尊法師寫的。《現觀莊嚴論》，如

果你肯學的，你可以去我那裏，借我那本《現觀莊嚴論》講義，你去影印了它。一

本，我有兩本在這裡。一本就是將《現觀莊嚴論》與《大品般若經》，一段隔一段，

一段隔一段，兩本。我現在講唯識，不講般若，如果講般若我就一定用《現觀莊嚴

論》講般若的，那些人講中觀，講般若，他都未讀過，〔未讀過〕《現觀莊嚴論》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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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講般若？

在西藏，西藏喇嘛會笑你，《現觀莊嚴論》都未讀過就在這裡講般若？是彌勒菩

薩解釋《般若經》的。第一本《現觀莊嚴論》。西藏各派都要注重這本的。第二本就

是《集論》了，《集論》了，現在講的這本。第三本《俱舍論》了，第四本，那本叫

做《戒經》，一位德光菩薩講戒律的，《戒經》，第五本就叫做法稱的《因明》，法

稱的《因明論》(《釋量論》)，五本。都要任人問的！那六本書你要爛熟任人問的！

這樣這本《集論》很緊要的。掉舉，譬如這本《集論》說：整個名叫做《阿毗達磨集

論》，「云何掉舉？」什麼叫做「掉舉」呢？

「淨相隨轉，貪分所攝，(心不靜)心不靜照，」加一個 comma，加一個「，」

在這處，「障止為業。」他這裡這分開講它的，這句這麼長，一句就講它的自性，

「自性」即是本質，前半句講它的自性，後半句就講它的業用，「業用」者即是作

用，這句。先講它的自性，他這裏我就將它分成兩種，宗喀巴將它分成三種，也可

以，我先用我的講法。

「淨相隨轉，」什麼叫做「淨相」？因為掉舉是貪的作用來的，本來，譬如你是

男人，本來女色，女色在佛家來看是不清淨的，你偏偏當她是淨，以為她是淨，淨

相，即是有些人這樣，那些什麼？叫做走火入魔那些，坐在那裡就見到裸體女人在前

面，啊！淨相！見到真是好了！很好看，當它是好東西，「隨轉」、「隨轉」即是跟

著它而轉。

譬如你望，見到那些魔女在那裡跳舞，真是好東西！就看著它來欣賞，「淨相隨

轉」，這是講女色。金錢，你一想，想到錢，啊！中到馬票就真是好了！中了之後我

就去哪裡買幾多樓，抓住多少來收息，一路跟著想下去了。金錢本來不是好東西，你

就以為是好東西，「淨相」、好東西，就跟著它來轉，叫做「淨相」。譬如我舉兩個

例，一個用金錢，一個用女色，其他都是一樣的，是嗎？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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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不淨的東西你偏偏以為它是淨，跟著它轉。「貪分所攝，」原來就是貪、

嗔、癡的「貪」得一部分而已！不是好東西來的。「所攝」、「所攝」即是屬於，屬

於貪的一部分。「心不靜照，」搞亂了你的心，你靜坐的時候，打坐的時候整個心都

亂了，不能夠很靜那樣來觀照了，「心不靜照」。以上就是講它的自性，是嗎？

所謂、所謂「掉舉」是什麼來的？掉舉的本質是什麼？掉舉的本質就是貪心，怎

樣貪法就叫做掉舉？就是這樣貪法：見到那些本來不清淨的東西，你偏偏以為它清

淨，跟著一路想下去，這種作用就叫做貪的、掉舉的本質了。它的作用是怎樣？「障

止為業。」障礙你修止，一日有這樣的掉舉起，你一日都不能修止成功的。「障止為

業。」明白了嗎？

這樣我就將它來分成「自性」與「業用」，宗喀巴就將它分為三種，他更分得微

細一些，我就為大家淺些容易了解些就先用自性。「此中有三：」宗喀巴就分析三個

部分，這裡包含三點意義的。第一點：「所緣，可愛淨相(境)；」這個掉舉一定有那

個所緣境的，它的所緣境就是淨相，這個「相」字。本來不是淨的你偏偏以為它是

淨，「淨相」，所緣了，所緣境。二、它的「行相」，「行相」者即是活動的情況，

活動的情況，二、就是「行相」，這個掉舉活動的情況是怎樣？即是它的性質是怎樣

呢？

「心不寂靜，向外流散，是貪分中趣境(的)愛相；」它的行相，即是它的活動的

性質就是心不得寧靜，整天向外面色、聲、香、味、觸的東西去想，這種這樣的做法

是貪的一部分來的，貪的哪一部分？整日趣「色、聲、香、味、觸」的境，一味趣向

那些境界，而起一種愛心，這個就是掉舉了。識得了？我又教你，考人家試，說修靜

坐不要惛沉不要掉舉，什麼叫做掉舉？答不出就即是不懂了，是嗎？所以那些人很怕

我的，我專教人去考老師，因為你阻別人的時間，害人嘛！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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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的「作業」，「作業」就與我講的一樣。「能障其心安住所緣。」你的

心不能夠觀實那個佛像，或者〔不能〕觀實那個呼吸，這樣就能夠障礙我們的心，這

是它的業了，我們的心修止。他分開三點，照我又得，照他又得。好了，下面就根據

他的來講。下面是宗喀巴講的：「於內所緣令心住時，由貪色聲等之掉舉，於境牽

心，令不自在，貪愛散亂。」這樣就叫做「掉舉」了。

由於「內所緣」，「內」即是定中，當我們定中對所緣的境或者佛像，或者呼吸

等等的所緣的境，我們要令心安住，我們要令心想著它的，但是「由貪色聲等之掉

舉，」但是因為起了掉舉，這個掉舉起了貪，貪「色、聲、香、味、觸」這些五塵這

種掉舉心，結果我們就放棄了佛像，放棄了呼吸，就會怎樣？

「於境牽心」，「牽心」，「境」就指「色、聲、香、味、觸」，被「色、聲、

香、味、觸」的五塵境控制了，牽引了你的心去，這樣就「令不自在，」令到你修定

不得自在，這種是什麼？這種是屬於貪愛與散亂兩個心所，一個貪愛心所，一個散亂

的隨煩惱心所。現在他假設一個問答，「問：由餘煩惱從所緣境令心流散，及於所餘

善緣流散，是否掉舉？」他問得很好，如果有一個人，「由餘煩惱」，他不起，他不

起貪，起什麼？起嗔，起癡，他不貪愛，他是怎樣？

譬如我恨這個人，這個人抵死了！他想他就起嗔心了，這樣是不是叫做掉舉？這

個不是，這個就是什麼？這個就叫做嗔，是起貪的掉舉，何解？何解起嗔又不改過一

個名？到底是少的，在定中發惡、嬲到底是少的，起貪的是最普遍，所以他特別對貪

就著重一些，於「餘煩惱」，「由餘煩惱」，從所緣境就觀了別的東西，他觀了他的

仇人了。

「令心流散，」心散了，忘記了佛像，忘記了呼吸了，這樣還有一種情形，「及

所餘(的)善緣」本來我觀阿彌陀佛的，我現在觀著觀著觀了什麼？觀了玄奘法師！他

怎樣去留學，這是善的，善也不行！是嗎？於是不是掉舉？不是，他想好的東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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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二種善心起，不是掉舉。是否掉舉？他就「答：掉是貪分，由餘煩惱流散非掉，

是二十隨煩惱中散亂心所。」一句。他說掉舉就是貪的一部分，如果由其餘那些嗔、

癡、這個散亂那些起就「非掉」，不叫它做掉舉，這些就叫它做其餘的煩惱的名，二

十個隨煩惱中主要就是那個散亂心所，散亂。

好了，第二了，對於那些好的所緣，譬如你正在觀阿彌陀佛的，你現在忽然就觀

了地藏王菩薩那樣，你說不是善嗎？那你怎樣？於善的所緣流散，心分散了，「隨其

所應，是善心心所，」都是善心所，不過「善心所」是走歪了，就不能夠叫做掉舉。

那麼好不好？也不好的，都是散亂。「非一切散(亂)皆是掉舉。」所以不是所有散亂

都叫做掉舉的。明白嗎？

「掉舉」講完就叫做「惛沉」了，「惛沉」，看看，屬於癡的部分，那種無堪

忍，無能力修止觀，那種弱到極的，這是自性了。「謂癡分攝，(那種)心無堪能，」

下面講它的業用了，「與一切煩惱及隨煩惱助伴為業。」它的害處是怎樣？一切煩惱

起及一切其他隨煩惱起就怎樣？它都去幫人手，做別人的助手，做伴侶，好的東西它

不去做伴侶，人家壞的東西出來它就走去做幫手，「助伴」，做助手。這個惛沉。

「是癡分中，」下面宗喀巴解釋了，「是癡分中，身、心沉重無堪能性。」

這個惛沉就是癡，那個貪、瞋、癡的「癡」裏面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就是我

們的身體與我們的心靈都硬是覺得沉重那樣，「無堪能」，想觀那種東西硬是觀不成

的，現在就可以解答何解你觀佛像硬是觀不成，是因無始以來你的「癡」很重，它來

給你作怪，你要慢慢修久一些，削弱了那些力量，你的佛像就很玲瓏浮凸了，解答

了，是嗎？不用另外，不用問老師的，這樣就解答了。《修次中編》云：另外一個大

喇嘛造了一本書教人修止觀的，叫做《修道次第》，《修道次第》的中編這樣說，

「若時」怎樣叫做〔惛沉〕？他要解釋給你聽，你說惛沉起，起的時候怎樣的？最怕

人家這樣問，你做老師，你整天說惛沉、惛沉，剛好有個學生不大通氣：老師呀！惛

沉起的時候是怎樣的？你要答的，下面他答了。他說惛沉起的時候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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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時如盲，」當你正在靜坐的時候，忽然間好像整個人盲了那樣，無堪能，盲

公看不到東西的，那時就惛沉起了。「或如有人趣入闇室，」就好像有一個人本來很

光明的，走了進一間黑暗的屋裡面，有一種這樣的情況的就是惛沉起了，「如閉

目」，「或如閉目，」好像你正在看東西，忽然間就閉上了眼睛什麼都看不到，那時

那種情況就叫做惛沉了。「其心不能明見所緣，」重就好像盲那樣了，輕就怎樣？其

心不能很明了地把所緣的佛像等看得清楚。「應知爾時已成惛沉(沉沒)」了。

我們應該知道，當我們修定的時候，忽然「如盲」，忽然如入闇室，忽然又好似

閉上眼睛那樣，忽然間那個力量硬是不清楚那樣，這個時候你就整個惛沉了。「沉

沒」即是惛沉。好了，他講到這裏結束了。「掉舉易了，」「掉舉」很容易了解的，

「唯沉沒相」就難了知，即是惛沉就難了知，現在最棹忌就是什麼都不想，昏昏沉

沉，他以為我現在見性了！這個是很好的境界，死囉！這個死症了。「以易於」，

「以易於彼誤為無過三摩地故。」

因為當它惛沉起，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那些人，蠢人很容易對於「彼」、

「彼」是指那個惛沉，對於這種惛沉的那種闇的情形，他以為我入了無過失的入定

了。我現在入了三摩地了。這些就最撞板(錯誤)的。下面那些，下面那些一串罵人的

我都刪了，罵到這裡為止了。好了，下面講了。惛沉，抉擇，即是檢討什麼叫做惛沉

什麼叫做掉舉講完了。下面然後要講於正修時怎樣知。又要念，正念，念回前一剎

那；又要正知，惛沉起知道它起，將近起知道它起，快要起，正知。這個留另一日

了。

聽眾：1989年 8月 5日。

羅公：「生覺沉、掉正知之方便者。」

它未講，這段上面那一頁，(陰版)第一行，裡面不是說，第二「於正修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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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覺得「沉、掉」，對於惛沉、掉舉起的時候他能夠「正知」，用什麼方法可以「正

知」呢？是嗎？現在就開首那裡，講「正知」了。所以你拿了我這些回去最好將它重

新整理過，將它甲、乙、丙、丁來整理過才行，我照他的來抄的而已，不等使(不重

要)那些我就剪了，我沒有將它來甲、乙、丙、丁來分段的，是嗎？這樣現在就講這

一段。「於正修時，」當你正修時會有惛沉、會有掉舉，如果我們不知道它惛沉起、

掉舉起，跟著它，烏凜凜跟住它惛沉下去，這樣就修定修一萬年都沒有用的，是嗎？

但是我們要正知，要正正式式知道，怎樣能夠正知呢？「方便」「方便」即是方法，

他現在講怎樣知的方法了：「非唯了知沉、掉便是(足)，須於修時能生正知，如實了

知惛沉(沉沒)、掉舉生與未生。」一句我們修定的時候，不是說知道這樣叫做惛沉、

這樣掉舉，知道了，這樣無用的，一定要知道什麼？

「須於修時」，你正在修定的時候，要能夠正正式式知道，還要「如實了知」，

確確實實地那樣去了知，了知什麼？知道什麼時候惛沉就來起了，我們知道快要起

了，惛沉已經起了，我們知道已經起了，是嗎？掉舉將近想起了，我們知道它將近起

了，現在掉舉起了之後，我們知道我的掉舉起了，現在掉舉了，要這樣。要知。

「沉、掉生已，須生無間能知之正知，固不待言，即於未生將生，亦須正知預為覺

了。」一句。當惛沉與掉舉生起之後，「已」即是之後，我們就要知道它，「無

間」，「無間」即是即刻，即是英文的 immediately，即刻，一生起之後，我們即刻

就要知道，生起一種正知，知道現在生了。

「固不待言，」固然是應該如此，但是還要這樣，「即於未生將生，」惛沉掉舉

還未生，但現在會快生了，「亦須正知預為覺了。」我們亦要知道，馬上就會起了，

不要給它起，預先知道它會起，要這樣。好了，問題就是這樣，如何能知道呢？「正

知云何生耶？」那種正正式式知道惛沉、掉舉將近生起的時候，怎樣可以知道呢？怎

樣能夠生起這種正知呢？答、他答：「前修念法，即修正知重要一因。」前面講說要

念，後一念知道前一念的心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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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你說前一念的心是在想著阿彌陀佛像，後一念的心知道前一念的心是在想阿

彌陀佛，即刻想起阿彌陀佛像，這樣，你能夠這樣起念，就會做先決條件，有了這一

念然後可以產生正知。「以若能生相續憶念，即能破除忘境、流散，亦能遮止沉、掉

生已久而不覺，故生沉、掉極易覺了。」這裏一句。「以」、「以」即是因為，為何

那個念這麼重要呢？「以」、因為，因為什麼？「若能生相續憶念，」能夠每一剎

那，每一秒鐘，每一剎那，都能夠把前一剎那、前一秒鐘的心的活動都能夠憶念得

到，能夠憶念，連續地憶念下去，「即能破除忘境、流散，」這樣你就可以打破這種

東西了，打破了這種什麼？忘記了的境界，譬如前一剎那想阿彌陀佛的樣子，第二個

剎那忘記了阿彌陀佛的樣子，忘境。那個心就流散了，想了別的東西。

如果你能夠念念相續就不會忘記，就不會流散。「亦能遮」，這樣有什麼好處？

念而已，「亦能遮止沉、掉生已久而不覺，」這樣就能夠防止，「遮止」即是防止，

防止你的惛沉、掉舉生起之後你不覺得，你的「念」能夠清清楚楚，惛沉一起你就

覺，掉舉一起你就會覺，「故生沉、掉極易覺了。」所以你能夠憶念，在「念」上面

做功夫，對於那些惛沉、掉舉生起的時候，你即刻可以知道。

第一句，這是一個辦法了，是嗎？第一個原因，即是第一個辦法就是念念相續，

你就會在惛沉、掉舉起的時候你就知道了。第二個，第二個原因令到你知道是怎樣？

你看：「餘一因者，」其餘還有一個原因令你惛沉、掉舉起你就知道的就是什麼？

「即令心緣佛像等所取之相，或緣能取明了等相，」第二個令到你不起惛沉、掉舉就

是什麼？令到你的心，想回你那個佛的樣子，想的時候，想他想得清清楚楚，最好就

想到他放光，你一想到他放光就不惛沉了，不容易惛沉。除非你認真睡得不夠，如果

不是認真(非常)睡得不夠，你想佛在前面放光，你就不會惛沉。你試一試，你今晚回

去可以試一試。是嗎？那個佛像你一想得清楚，惛沉、掉舉就不容易起的。所以他說

你要這樣，要時時警惕、知道。現在很多人教人修定，你不要！你在定中不要思考。

其實你偏要想來對付〔惛沉〕，所以現在很多人修定根本就是烏凜凜的。是嗎？「不

應唯恃耐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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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人，你硬是死坐就可以了！其實這樣你會撞板(失敗)的！一味「耐勞」，

累了就硬頂，頂硬上，頂下去，這樣就撞板了！你說：人人都坐，一支香都未完，我

怎樣走？你不行你就要起身了！是嗎？你頂硬上，頂住有什麼好處呢？沒有好處的，

所以他教你「不應唯恃耐勞。」這些說話不是我講！這些是什麼？這是聖人講的，宗

喀巴講的。如果你有宗喀巴那本，你買不買得到？《菩提道次第廣論》？

聽眾：叫了人買，未知買不買得到。

羅公：叫了人買，還未到嗎？上面有沒有這本書？

聽眾：不覺。

羅公：黃教的人視宗喀巴為聖人，是文殊菩薩的化身，當然這是那些人講的而已！說

是化身有誰知？你問他，他又不認的。不過他總是一個聖人來的，固然是戒律

很好，而且他很多神蹟的。

聽眾：聖人不講大話的。

羅公：「修習知已，為斷彼故，對治不勤功用。」

第二就教你，教你什麼？「知已」，惛沉起我知道惛沉，掉舉起我知道掉舉。

「知已」，已經知道了，知道之後就要對付它了，你知道了沒有用的，知道惛沉會起

了，知道掉舉會起你就要對付它，知道它起但不對付它沒有用的。所以我們修定的時

候就要勤加功用了，這個「功用」即是用功，勤力去做，時時去練習，練習什麼？練

習對付惛沉；練習對付掉舉。這樣豈不是很麻煩？根本初學就一定是麻煩的！是嗎？

如果你怕麻煩就只有不學了。是嗎？

譬如你想，我想去做一名會計員，簿記員，想做那些 bookkeeper，你都要走去

學幾個月那些 bookkeeping才行的！很麻煩！這邊是借方，那邊是貸方，你說多麻

煩！這樣，如果你說麻煩，麻煩你最好就不做了，最好做太子爺，日日花錢不用打工

就最好了，是嗎？但是如果你說我非打工不可，你就要的。如果你說，我是想要成

佛，我已經發了菩提心，我要修大乘，何況，修小乘都尚且不能怕麻煩，何況你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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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是嗎？

所以你一知道惛沉、掉舉會起，你就要想辦法對付它，想對付它的先決條件就要

勤加用功，但是有些人懶的，不夠勤的，要對付它的懶，他這裡教你對付：「不勤

(加)功用」，「知已」，為了斷除惛沉、掉舉，應該要加功用的，而你不去加功用對

付這種懶惰，下面：修習(知已？)你說這句說話很㪐㩿(不通順)，沒辦法，這本書是

法尊法師翻譯的，它譯是將西藏文直譯過中文，直譯過中文他又不敢加減，因為他這

個法師又驚將那些佛經加多減少不知有什麼罪過？不了，還是直譯，你很難怪他直

譯。是嗎？因為你譯文章不過是直譯、意譯兩種，是嗎？玄奘法師就直譯的多，鳩摩

羅什就意譯的多，所以譬如《金剛經》那樣，鳩摩羅什譯《金剛經》就意譯，所以讀

起上來特別流暢，玄奘法師是直譯，你那些人就怕讀。怕讀。

那些講的人亦不將它的來講，在南中國，將玄奘法師的譯來講的，就只有我一個

講。拿這個將它編成一篇，那些人都不看，是嗎？怕了，他們仍然是要回看鳩摩羅什

的那一本。甚至到我的學生葉文意她講《金剛經》，她都是這樣，她都不用唐玄奘的

講，一定要用鳩摩羅什的。你何解？我罵她。她說，它多人用，容易聽嘛！你現在做

生意嗎？這樣就生意好，是嗎？你就多一些，他不聽就罷了！我是要這樣，我就是要

這樣做，聽不聽是你的事，你歡喜者來。我就是講這一本，要就是要用這個譯本。

鳩摩羅什的三個問題嘛！但是漏了一個，我就不要的，是嗎？你說這樣少人聽，

少人聽就罷了！少一些有什麼所謂？是嗎？無所謂。所以葉文意就被我罵過了。我直

情罵她：你以後講用我這本，不要用那一本！她以後都不敢講了！她講空中結緣囉！

她都是講空中結緣好了，她成功了。是嗎？成功。成功的事就多做一些，這些學究式

的，她不適合這樣的。勤加功用，怎樣勤加功用？不外是兩種東西，第一就正念，剛

才講了正念，是嗎？第二就要正知，是嗎？正念、正知，上面正念講得很詳細了，正

知就講得簡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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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它教你了：「修習正念、正知之法，若如前說，善修習已，生起有力正念、

正知。由正知故，極細(惛)沉、掉皆能覺了，必無不知沉、掉之過。」一句。你如果

真正是學靜坐的，我的講義你不要扔了它，我將它來到標點，你看回他那本，無標點

的！他原來那本，那本求其(隨便)一個個，一點點一個圈放在那裡，沒有我那樣

comma，full stop那樣。沒有的，他那本沒有的，是嗎？還有，那些標點隨便點，

有時漏了又不點，有時整半行、大半行漏了不點的。

他這句怎樣解呢？當我們修習正念，想用修正念、正知的方法來到修的時候，上

文已經教了你，「若如前說」，「如」即是依照，如果你能夠依照前面所講的，能夠

好好地修習之後，「已」即之後，這樣你就自然會生起什麼？你修定的時候，兩種東

西都會生起，第一生起「正念」，第二生起「正知」了。如果你能夠生起正知，有個

好處是什麼？「由正知故」，由於你有正知，所謂「正知」是什麼？

惛沉起的時候知道惛沉；掉舉起的時候又知道掉舉，這樣，「極細沉、掉皆能覺

了，」很微細的惛沉，很微細的掉舉你都會知道的，觀慣就可以了，「無不知沉、掉

之過。」不會「沉、掉」、惛沉掉舉起我都不知道。不過你初學的很多人是不知道

的。不過有一種人知道了，有一種人是這樣的，能夠知道「沉、掉」已經是進一步

了，肯勤力些修會很好的，但有些人是會懶的，或者因為事忙。「然彼生已，忍受、

不修」，「忍受、不修破除(的)功用，是三摩地最大過失。」

有一種人，生起彼，這個「彼」是什麼？指正念、正知，正念、正知都生起了，

他能夠怎樣？能夠忍受，能夠忍受那種情形，忍受哪一種情形？「不修破除功用，」

他不肯修破除沉、掉的功用，他不肯去修，他說：如果一個人這樣，他修定不會成功

的，「是三摩地最大過失」。何解那些人修定不成功？就是來到這裏他就被淘汰出局

了。「心沉沒者，由太向內攝，失攀緣力，故應作意諸可欣事，(能令心意向外流

散，)謂佛像等極殊妙事，非生煩惱可欣樂法。」一句。那個「心沉沒」，「沉沒」

即是惛沉，心惛沉起的時候，何解會惛沉？這樣會惛沉的，「由太向內攝，」不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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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一味整日向內，我現在定了，我現在定了，向內，心太過收得太緊，「向內

攝」，「攝」即是修也，收心收的太緊要，這樣那個心就會如何？

失去了一種攀緣的力、能夠去思考的力，攀緣、「攀緣」即是思考，認識，「攀

緣」兩個字應該譯作認識，認識。「攀」即是我們，譬如那隻猴子想上樹，譬如你說

想上樹摘生果，牠要兩隻手伸上去，攀上去，攀即現在的「 」，「緣」者就好像松摱

鼠上樹那樣，一路緣(沿)住爬上去，就是「緣」，「攀緣」，攀緣兩個字是譬喻來

的，譬喻我們認識外面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心太向內收，收得太緊就失了一種攀緣的

力，失去了一種認識力了。這樣遇著這樣的時候就會惛沉了。

「故應作意諸可欣事，」我們就起了個正知，知到弊了！將會要惛沉了，你怎

樣？應該怎樣？「作意諸可欣事，」「作意」即是想、思考，這個「作意」即是英文

的 attend，想、思考，想那些「可欣」的事，值得歡喜的事，「欣」即是喜歡，值

得歡喜的東西，「可欣」。哪些？他舉個例，很多「可欣事」，你可以想極樂世界的

什麼「七重行樹，七重羅網」，想它。想一下觀世音菩薩的那個相貌怎樣相好光明，

或者想一下那個佛像，或者想一下佛在那個靈山，靈山會上說法的那種莊嚴狀態等

等。「可欣」的事，值得歡喜的事。

他舉例了，「謂佛像等極殊妙事，」「謂」即是例如，例如佛像，那些「極殊妙

事」，與那些什麼？「非生煩惱可欣樂法。」不想佛像可以嗎？可以！想別的都可

以，想一下太陽的樣子，想一下那支燭光的樣子都可以。但是你想裸體美行不行？你

就不要想了！何解？這些事可以生煩惱的，是想來很爽的，是嗎？但是會生煩惱的，

應該是這樣的。他要怎樣？可以「非生煩惱」的，那個「之」字我加下去的，因為恐

怕你們解的時候㪐㩿(不通順)，是嗎？我加的。凡是括弧括住下面的那些是我加下去

的。不生煩惱的，這樣你就可以避免惛沉了。

聽眾：羅先生，羅教授，我有一個問題，譬如我正在數息的時候，你說，譬如我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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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你說我想光，譬如想太陽，是不是我那時放棄不去數息，不去想，想這個

太陽？

羅公：當然是！你怎樣數？你能夠兩種一齊都可以。

聽眾：我可以得。

羅公：但是你普通不行，初學不行，你一得的時候當然可以兩種，即是細路哥唸書，

一路唸書念給先生聽，但是那個心就去了球場，去想如何去打球，是嗎？得，

熟就可以，生就不可以。

「又可作意日、月光等諸光明相。」這個不用解了。你修月輪觀，最好就是月，

日光沒有這麼好的，日光是認真(十分)惛沉你想日光，你就不惛沉了，但是日光想到

你不惛沉的時候會掉舉的，因為它閃耀著你的眼睛，你試試，光光的日好像耀眼的，

它耀眼的時候你會掉舉的。最好就想月，那個月因為它夠光明，八月十五的月那樣很

靚的。想著那個月，不會惛沉，亦不會掉舉。但是想月有一個缺點就是什麼？忽然間

那個月又圓又扁又矇查查(不清楚)就是不知怎樣，所以你問劉萬然，他講的，初初的

時候很麻煩的，這樣你又怎樣？有兩個補救的辦法，你不要想月，想一支洋燭的光，

洋燭的光，那個燭光，candle light，想燭光，不想燭光就想什麼？想燭光有時都會

這樣，我都經歷過，忽然間，呼呼呼，忽然間又不知怎樣的，那你怎麼辦？這樣，最

毒的這個辦法是怎樣？

想那個火盤，那些火呼呼聲的，又紅又藍地燒，我所有煩惱、什麼散亂的心全部

燒清的！燒！燒，燒！一路燒，這樣就行了。這樣，那個火盤放在哪裡？你喜歡放在

前面就可以了，前面有個火，你想而已！幻想而已！想有個火盆在這裡，我就不是想

在前面的，我想那個火，我就這樣想的，我又講我的經驗你知道，貼在那裡，坐在這

裡，貼住將張蓆那裏就叫做會陰，那些道教徒叫做「會陰之穴」，我想會陰，會陰那

些印度人，那些婆羅門教徒與那些 yogi，那些術士，他就說什麼？他叫做 bottom，

海底，底，江底、海底，叫做海底。我就想那裏是一個大海，會陰那處是一個大海，

我這樣想，你不要跟我，這個我自己、自己這樣想而已，你歡喜跟你的事，跟錯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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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負責。

一個大海，我想無比那麼大的海，大海上面有朵蓮花，大海上有朵蓮花，那朵蓮

花開，開了，整朵蓮花，八葉蓮花就整朵開了，白色的，想在海水上面一朵蓮花就很

靚了，先想它很靚，想它靚，然後在蓮花上面，這朵是蓮花，上面的火光，光到好像

什麼？好像那些煤氣那樣，又藍，半藍半白那樣很厲害的，想著它放光。是嗎？這

樣，你可以想幾種光的，是嗎？你如果煩惱重的，你最好就想藍色的，普通就想白色

的，白熱，一種紅色的又得，紅、藍。這樣你就……坐吧！

聽眾：得、得。

羅公：這樣想那個光還可以消煩惱，唉！我現在很懶，嘿！我這種懶心，走過去燒了

它！燒到它連渣都無！這樣在會陰上面，在海上面起朵連花，那朵蓮花剛剛，

那些火，那些火就在肚臍下面那裡，是嗎？下面就是會陰，一朵蓮花生上來，

上面那些火，那裡剛剛就是肚臍，肚臍下面就剛好是丹田了，這樣想那個丹田

還暖的，暖的。最怎樣？你說擔心那個月光兩頭趟(搖擺)，就要它兩頭趟(搖

擺)，以毒攻毒，那些火呼呼郁的，你怕它郁嘛！就是郁的。

聽眾：羅先生，如果是惛沉，合上眼惛沉，睜大眼可以嗎？

羅公：都行，目視一尋，那對眼睛看著前面五，一尋，一尋就是等於三英呎左右。

聽眾：三呎。

羅公：三英呎左右，大概距離肚臍四英呎的，距離你膝頭(蓋)前面那條線就 3英呎之

內，眼看著那裡，這樣就行。你喜歡看鼻也可以，如果你可以看鼻，你可以？

鍾先生也可以，你不行，你行不行？你行不行？我都不行。鼻高的人就看這

裡，你也不可以的，你也不可以的。有些人死牛一邊頸，聽見書裡教「目視鼻

端」，這樣就死了！整條筋扯住很痛的！我們的眼球被兩條筋吊住的嘛！如果

你是六、七十歲你就不要這樣做，斷了的時候怎麼辦？會斷的！那兩條筋，我

老婆的那個阿姑還是什麼？姑婆，就是修、修定斷了條筋，兩隻眼垂了下來，

好似半邊月那樣，兩隻眼看東西即是垂了下來，你問我老婆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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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能不能醫到？

羅公：什麼？會，如果你六、七十歲你就不要這樣，會斷的，脆的，那些筋脆，會斷

的。在前面，目視一尋記住。

聽眾：多數人都是閉眼睛惛沉？

羅公：半 眼叫做垂簾，一線光明那樣，是初初入定的時候才會這樣的，漸漸地就合冧

上眼你想到前面見光，

聽眾：你講看著鼻尖，有些講看著唇？

羅公：有些說看著丹田。

聽眾：看不到唇的？

羅公：看唇？這個人戇的！戇的！

聽眾：還有一個問題……

羅公：不是我發明的，是宗喀巴的徒弟，他有一個徒弟造了一本書，叫做《密宗道次

第略論》，不是《廣論》，他就說，有一種三昧叫做火光三昧，就想著那個

火，想著火就什麼都不想，只是想著前面一團火而已，由這樣而入了定，那時

就叫做「火光三昧」了。

如果你想月輪，想到月光就其它什麼都不想，只是想著月光，一輪明月照著你，

這樣，你能夠做到這樣，過了第九，一達到九住心，整個月輪在前面的，你就叫做月

輪三昧了。「三昧」即是定。好了，這樣如果你，記住，如果你惛沉起的時候就想著

光明，光明相。「沉沒除已，即應無間堅持所緣而修。」剛才那一位問就這樣了。

譬如我修開數息，數呼吸的，現在忽然間惛沉了，就要想什麼？想光明，光明，

一想光明就不惛沉了，不惛沉你怎樣？想回你的呼吸。譬如你想觀音菩薩像那樣，但

想著想著硬是惛沉的時候，你就想更加光明一些的。你想他更加光明，或者直情想一

片光明。想各種東西都行。是嗎？等到你惛沉不起了，沒有惛沉了，就仍然想回那個

觀音菩薩，堅持攀緣不要改變，堅持所緣，「所緣」即是那個影子。「又沉沒所依之

因，謂惛沉、睡眠、及能生惛睡之心黑闇相。」一句。又何解我們會起惛沉呢？惛沉

的原因他這裡舉出三種東西，第一種，就是五十一個心所中的那個「惛沉心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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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睡眠，你睡眠不夠。所以我親口問虛雲和尚，我坐在他旁邊問他：法師，如果

不夠，當時因為我有個朋友叫做馮公夏，他說他可以修定，本來要睡八小時，修定可

以四小時都夠了，慢慢可以將睡眠時間減短的。

我這樣問虛雲和尚：譬如我們睡眠不夠，譬如我要睡八個鐘頭，我現在只睡了六

個鐘頭而已，睡眠不夠，這樣我入定，修定，將定來到補我的睡眠不夠，補回精神可

以嗎？他說：嘿！切不可！切不可！虛雲擺手說：切不可，你睡不夠就睡醒來再去

坐。虛雲講的。人家是百多歲的伯爺公(老者)，幾十年經驗，他不會講錯這件事的。

是嗎？他真是答得很快手：嘿！你不能這樣！不能這樣！

聽眾：不夠睡眠，你去修定會不會幫到你睡少一些？

羅公：有些人他每天都是那個時候坐的，你知道嗎？

今日，他昨晚剛好又有事夜睡了，不夠睡，但他要依時起身來打坐，有些人很多

是這樣的！這樣，我就有個朋友他說可以這樣都可以的，將它來補回的。我那時剛好

日本人投降，我就回到廣州的時候，有間志德醫院，那個周老、周校長，周老先生的

太太梁定慧做董事長的，就拉了我去做董事，請虛雲和尚，那班董事就職典禮就請虛

雲和尚來吃齋，我剛剛坐在他旁邊，坐在他旁邊就將這件事問他，他說：嘿！切不

可！他很鄭重地講，切不可！你先睡足，睡眠足再起身。

第一個原因就是你的那個惛沉心，惛沉心所。第二個原因是睡眠，睡眠不夠；第

三個原因是那種黑闇相，有時，我們知道什麼？臨睡的時候就覺得有一種黑相的，睡

之前面就好似黑暗的。你知道有些人是怎樣？你坐飛機的時候有一個什麼？眼遮給

你，擔心你光就不能睡，就轉你黑暗，黑暗你容易入睡。黑暗相。你想睡覺就黑暗相

好，但你想入定就最忌黑暗相，因為那個黑暗相，黑暗相可以令你入睡的，這樣即是

黑暗相可以令你惛沉的。黑暗相可以令你惛沉的，光明相剛剛相反，光明相可以對付

惛沉，但是會令你掉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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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樣開著燈來修定好抑或是暗，熄了燈來修定好？

羅公：我就兩種都可以。

聽眾：初學就哪樣好？

羅公：初學有微微光亮最好。

聽眾：全熄了。

羅公：太光不好，太光會掉舉，因為太光的時候，你的眼睛、眼膜，你的眼皮有血

的，好像有一層紅色那樣，太光會這樣，但是黑暗，那個黑暗相會惛沉。

微微光、微微光最好能夠不瞇上雙眼。垂簾最好了，閉一，不是！閉九開一，眼

睛閉九開一，口就閉七開三。那些老法師教人這樣，那個口這樣不行的，閉七開三，

有個氣仍然可以出入，口閉七開三，那條 ，舌抵上顎。宗喀巴就說不用頂住上顎脷

的，頂住前面牙肉就行了。上面牙肉，輕輕掂住上面的牙肉就行了，舌抵上顎就太緊

張，頂住，輕輕那條脷(舌)， 尖掂到，掂不到不行的，掂不到它會流口水的，口水脷

會流下來的，掂住上顎就不會流口水了。還有，你這個人的那條 掂住上顎，或者掂脷

住前面的牙齒，你的精神就集中的，你見到那些軍隊嗎？

你受過軍事訓練的，你知道，我都受過軍事訓練的，軍隊最緊要的基本姿勢就是

立正姿勢，立正姿勢一定要那條 掂住上顎，因為那條 掂住上顎，口自然就合，它脷 脷

自然就合，合得很自然的，你的 掂住上顎，不用掂住上顎，掂住前面、上面的牙脷

肉，這樣你的口就自然就合了。口一合精神就集中了，你試一下，口不合精神就不集

中，精神渙散的，合起來精神就集中。

所以舊時在廣州，我識得有一個老資格的扒手，扒手在長堤那裡專打荷包 (錢

包)，這個人很老資格的，很多徒弟的，你不要以為他是扒手，很多人拜它做師傅

的！那些徒弟扒了拿來供養他的，我識得一個這樣的。他說什麼？打荷包最緊要什

麼？閉上嘴的他們不會動手的，如果那些張大口看東西的，你打他荷包(錢包)他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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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這個老行專，他這樣講。有些人這樣的，在那些公司門口見到那些百貨，這樣

的，你打他荷包他不知道的。

那些平時這樣，即是好像那個軍人立正姿勢，那個口這樣的時候，你靠近他，他

就知道了，這些人很醒目的。那個口是合的，那個原理就是這樣。如果那條脷(舌)掂

住上面牙肉或者上顎，精神就會集中了。何解會這樣？是緣，增上緣，這樣容易集中

那樣解。你看：「若修光明，則不依彼而生沉沒，生已滅除。」如果你修光明定，就

不會「依」，「依」者，即是因也，「彼」指什麼？惛沉心所，睡眠不足與這個「黑

闇相」，不會因為有這樣的東西令你「沉沒」的。修光明相就可以對付了。

「若沉濃厚，或數現起，」不是「知」字，改回。「或數現起，則應暫捨修三摩

地，」這句又是緊要了他說：如果惛沉太厚，你想光明相都搞不定，你怎樣？「數現

起，」搞定一會又再起，搞定一會又再起，你就要怎樣？「則應暫捨修三摩地，」不

要修定，起身去散步，起身去散步，或者去喝口水，喝口茶，行一行舒適一些，然後

再回來修。

「待沉除已後乃修習。」要等這樣出去走一走，起身行一下，等到不惛沉了，頭

腦都很清醒了，就再回來修，修定。不過這些要很得閒的人才可以這樣的。「若心所

取內外所緣相不明顯，內心黑暗(隨其厚薄)，若不斷除而修習者，則其沉沒極難斷

除」。這個不用解了。如果他那個心整日起一個暗相，最弊闇相，臨死時起暗相，多

數起闇相的，一層黑那樣死，如果臨死是光明相，這些是生人天的，這些肯定的，一

層昏暗那樣不醒人事，那些就很難生善趣的。

如果不能夠斷除這些惛沉、闇相這些東西，那種惛沉你坐的時候就很難除的，要

練習。「故應數數修能對治諸光明相。」所以我們應該是時時修，「數數修」即是屢

次屢次修什麼？修那些能夠對付惛沉的光明相，最好是想佛的光明相，想燭光，橫豎

都是想光明，何解我們不想佛的光明而想那支蠟燭的光明那麼笨呢？是嗎？想佛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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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最好了，佛的頭有一個大光圈的嘛！光的嘛！

「應取何等光明之相，」問題又到了，什麼是光明？日光又光明；月光又光明；

星光又光明；佛的頭都是光明，「應取何等光明之相，」應該我們取何種光明的相來

觀呢？他說：「應從燈明，或大火明，或從日輪，取光明相」，都可以。佛的光明當

然是最好了！佛都可以。下面了：好了，這樣惛沉起了我們就有辦法了，掉舉起又如

何？掉舉起講得很略，「掉舉者，由貪為門，令心追趣色、聲等境。此應作意諸可厭

事，能令心意向內攝錄。以此息滅掉舉無間，於先所緣應住其心。」掉舉起又怎樣

呢？上文已經講了掉舉起怎樣對付了，

譬如掉舉再起的時候怎樣？「掉舉者」是什麼？「由貪為門」，所謂「掉舉者」

是貪的變相，掉舉與散亂不同，「散亂」者，那個心只是流散而已！掉舉就不是，那

個心有意去想，想什麼？「色、聲、香、味、觸」，就想什麼：哎呀！今日吃的那些

齋真是好味了！這就是掉舉，味，是嗎？或者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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