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眾：續錄 89年 8月 5日。

羅公：真是好樣子了，或者任劍輝唱《帝女花》那裡，唱的真是好了！

「色、色、聲」等。「色、聲、香、味、觸」。那個貪心緣，攀緣色、聲、香、

味、觸等，有意去想的，這樣就叫做「掉舉」。如果硬是把持不住心的，忽然間見到

有隻鴨在這裏，忽然間又見到猩猩，這些叫做什麼？散亂了，如果是掉舉起，掉舉是

「以(由)貪為門」，「門」那裡出來的。「令心追趣色、聲(香、味、觸)等境。」這

樣就是貪。這樣就叫做「掉舉」了。如果遇著這樣起的時候你就怎樣？

我們稍為讀多些佛經也不會這樣，在「色、聲、香、味、觸」那裡亂想一通的，

是嗎？「此應作意諸可厭事，」想一些令你討厭的東西就可以了，譬如你說粉紅色就

真是好了，你不妨想一下豬肉 上面那塊豬肉是粉紅色的，將來會生蟲的之類。如果枱

想起某一個舞女，人面桃花的真是靚了！

你最好想一想她將來死了的屍體又脹又爛的樣子，想那些「可厭」的相，這樣自

然那個掉舉就不起了，「能令心意向內攝錄。」「攝錄」者，收回來。向內收，「以

此(心向內收就能夠)息滅掉舉」了。「掉舉」一沒有之後你又如何？馬上再想起你那

些境，如果你是想呼吸的，就馬上想回呼吸，如果你是想佛像就馬上想那個佛像，如

果你是想觀音像就馬上想回觀音像，如果你是想阿彌陀佛像你就馬上想回阿彌陀佛

像。

「無間」，即刻就想回他。這樣「可厭事」，我上文不是寫？你不用想死屍那些

那樣邋遢的東西，你想什麼？我教你，「可厭事」者，如觀生命無常等。這些道理就

可以了！生命是無常的，我們不要將，時間便是生命了，我們有時間來修定已經都不

知幾好了！我還要將時間來糟蹋了它，而用到胡思亂想？不要了！我要把心收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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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很好，我介紹你們想這些東西好。如果是小乘人就想那些什麼？想那些死屍，那

些太恐怖了，想那死屍生蟲，這樣恐怖做什麼？是嗎？想這些生命的無常，等等這些

東西。以上就講了一個人懶惰，不肯對付惛沉、掉舉就怎樣應付。

好了，跟住，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到，我們就惛沉又沒有，掉舉又沒有了，那時

就怎樣？那時就你怎樣？他就教你了，第二，離沉、掉時應如何修？又無沒有惛沉，

又無掉舉的時候你怎樣？應如何修呢？「修」即是修定。「如前勤修斷除微細沉沒、

掉舉，則無沉、掉令不平等，其心便能平等運轉，(我加「此時」兩個字，此時)若功

用行，是修定過」。一句。當你又沒有惛沉又沒有掉舉的時候，你就看一看有沒有微

細的惛沉、掉舉，如果連微細的都沒有了，這樣那個心即是很平衡了，「平等」即是

很平衡，那個心既不昏沉，惛沉就樂去這邊一些，掉舉就樂去靠那邊，是嗎？

又不惛沉又不掉舉，那個心是很平衡的狀態，那就怎樣？「平等」即是很平衡

了。那時你會怎樣？「其心便能平等運轉，」心會很平衡地一路地進展下去，在定中

進展下去了。這個時候你就怎樣？一句話，順其自然，就不要加功，記住不要加功，

若加功，一味加功，緊張，是修定的過失來的，因為何解？惛沉不起你就要加功，掉

舉起就要加功？它都不起了，就由得它平等運轉，何須你加功做什麼！這樣不加功就

什麼都不理？

不是！你想住那個佛像的嘛！是嗎？就由得想著佛像，我想，我的心很平衡，心

很平衡那個像很清楚的！是嗎？心平衡很清楚的。「爾時應當放緩功用，修習等

捨，」一句。「爾時」即是那時，你讀佛經讀到「爾時」即是那時，那時你就應該怎

樣？「放緩功用」，放就是放鬆，將你的心 relax，放鬆，不要太用功。「放緩功

用」即是什麼？「修習等捨」，「等捨」，什麼叫做「捨」？既不惛沉亦不掉舉，這

種平衡的狀態，就叫做「捨」了。叫做「等捨」，平等、均衡，由得它，保持「等

捨」。好了，什麼叫做「捨」？「云何為捨」？什麼叫做「捨」？「謂於所緣，心無

染污，心平等性，」記住，「捨」有三部曲的，「捨」、現在所謂「慈、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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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有個人，我又講一下笑話。

「捨」、「捨」有三部曲：第一部曲，「捨」即是那個心平衡，平等、平衡，第

一步：「於所緣，無染污心」，「謂於所緣，心無染污，心平等性，」第一個階段叫

做「心平等性」，是怎樣叫做「心平等性」？條件就是這樣，「於所緣，」譬如你現

在想著那個佛像，想那個佛像，「心無染污，」你不要起一個染污心，我想得伶伶俐

俐了，我又求佛保佑我生意順利，我賺多些錢。

這樣是染污心，沒有這些染污心，沒有一種貪、瞋、癡這些煩惱起，不會有這

些。惛沉、掉舉、貪、嗔、癡，這些就叫做染污，沒有染污心。佛像就是佛像，沒有

染污心。那時心很平衡的，那時的狀態，這種狀態要怎樣？有一點，他沒有講，我講

給你聽，那時好像很緊張的，是嗎？一放鬆就又起雜念了，就要怎樣？需加功用，很

吃緊的，那時特別緊張用功，這是第一個階段，叫做「心平等性」，你初修定時，一

放鬆就不行了。

第二部，第二部曲，「調柔正直，任運轉性，」第二部分他講得不清楚。「調

柔」，那個心很聽話，調伏，很柔和，很正直，怎樣叫做「正直」？第一個要「心平

等性」，是嗎？第二是「心正直性」，怎樣叫做「正直」？平等與正直有什麼不同？

字面就一樣，內容是不同的，「心平等性」就要平衡的，要抓住平衡的，一放鬆就不

平衡了，「心正直性」就是略加提點，「略」，就像你請一個伙記(員工)，處處要看

著他的，這樣就心不平等，需加功用了；這個伙記(員工)就是略略提點，提點一下你

就可以走開都可以了，這樣就略加提點就可以了，就叫做「心正直性」。你不喜歡提

點這兩個字，你就改了兩個字，就「略加功用」，這是「大加功用」，這個是「略加

功用」，那時的狀態，就叫做是「心正直性」。「調」就是調和，「柔」就是柔和，

「調和」即是柔和。

心「正直」，「任運轉」，「任運」即是很自然地進展了，活動了，「任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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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活動，很自然地活動了，這樣已經相當到家了。第三步曲，最到家是這個了：第

三步，「及調柔心有堪能性，」非常之清明的，清明到怎樣？想那一種就可以想那一

種，想問題時所有都是清清楚楚的，修觀的時候都是清清楚楚的，叫做什麼？「有堪

任」，「堪任」者，即有能力思維種種問題的。

這樣就舉一個譬喻，這個譬喻很不切當的，「心平等性」是什麼？好像那個人睡

眠都不是很充足，但是他已經時間到，要起身了，一睜開眼起身的時候的狀態差不多

上下，你說他不清楚嗎？他已經睡了幾個鐘頭了，是嗎？精神都很飽滿，但是仍然是

要休息一會然後才搞得定，是嗎？這樣的「心平等性」。「心正直性」要來譬喻什

麼？他都睡足了，譬如八個鐘頭才夠的，他已經睡足八個鐘頭了，可惜他昨夜仍然是

有一些夢，所以他睜開眼的時候都不是很清靈，那時是「心正直性」。

「心無功用性」是怎樣？熟睡足八、九小時，連夢都不發的熟睡，現在不叫他都

醒了，一醒的時候，一睜開眼的時候那種清明的狀態，那時是什麼？「心無功用

性」，要來譬喻。孟子叫人要保存一種「夜氣」，你有沒有讀過孟子，什麼叫做「夜

氣」？夜晚睡醒覺，睡眠充足，又沒有怎樣發夢，一撐開眼睛那時的那種清明的狀

態，那時的那種狀態，那種「氣」一種狀態來的，那種那樣的情況。孟子說：我們要

時時保持這種「夜氣」，不能保持很久的，是嗎？

他說，如果我們整天心向外面轉，「則其夜氣不足以存；」我們那種「夜氣」就

不能夠保持了，如果「夜氣不足以存」，一路放任下去，「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就

與那些普通動物、禽獸的距離不差得很遠的。孟子說。《孟子·告子上》：「牿之反

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我未寫那四個字給你

是嗎？「任運轉」，不用加功，自然的心。

聽眾：第三級。

羅公：第三級，第一級「心平等性」；需加功用的，第二級是「心正直性」，略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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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行；第三級，最高級的，「無功用性」。

「任運而轉」，「任運」即是自然，「任運」兩個字即是英文的 naturally。

「依彼引生住心次第。」依據，「彼」是指什麼？「等捨」，無惛沉，無掉舉，整天

都是「等捨」，即「彼」字是三種東西，「正念」、「正知」、「等捨」，這三種叫

做「彼」，依據這幾種東西，就引出他的住心，住心即是入定，定了。那個心安住在

這裏，心安住是什麼？有層次的，有一個個，有一個個什麼？次第即是 stages，一

級、一級，講入定，由開首盤腳到一路入定修止，分做九級，下面，裡面分三，分三

段來講，定、那個「止」有九級，「正明引生住心次第」；正式說明「定」的那九個

「住心次第」是怎樣引生的，然後，第二就說明，「由六力成辦；」這九級的住心次

第，是靠六種力令他成功的，「成辦」即是成功。「(第)三、具四種作意」。「作

意」者，那個心活動的情況，有四種不同的，修止的時候，一級一級有四種不同，

「作意」即是他的心念，「作意」，「作意」即是 attention，attention有四種不同

的 attention，這個「作意」可以當「定」解，四種不同的「定」情況。現在先講第

一個，「正明引生住心次第」，這個叫做「九次第心」，不論你是空宗、有宗修定，

一定是依這九個「次第心」的，「初中九心」，第一點講就有九個心，「心」的階

段，一、第一個，第一個階段叫做「內住」，「內住」要靠什麼力？我在旁邊加了幾

個字：「由聽聞力」。

即是你現在聽了我教你如何如何，你回去照住這樣做，聽聞力，內住，或者你，

「聽聞」者，即是你看書，看那些正式的書，它教你怎樣，你就照怎樣做。就切不可

自己莽莽撞撞，尤其是你不要聽那些，即是不見經傳的什麼「老師」，亂指一通那

些，你那些動輒就染了死症都說不定的，「由聽聞力」，「聽聞」者，即是聽聞經教

的力，就令你「內住」，這樣你怎樣？

「謂從一切外所緣境攝錄其心，」「外所緣境」即是外面的「色、聲、香、味、

觸」，「色、聲、香、味、觸、法」，心外的那些「色、聲、香、味、觸、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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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由那裡不想它，那些所緣境，我們所認識的那些「色、聲、香、味、觸」的境我們

不要，「攝錄其心」，把我們的心收回，好像我們最緊要收心，我又引儒家的一句講

給你聽。孟子，這個「學」者，指修養，我們的修養方法無他，沒有別的，最緊要是

這種東西，「求其放心而已矣」。怎樣叫做〔「放心」〕？「放」就是放出去，怎樣

叫做「求其放心」？來！考一下你們。放了出去的，平時你的心走了去「色、聲、

香、味、觸、法」外面，那個心已經放了、走了出去的心，這個「放」字是

adjective來的，是形容詞，走了出外面的，求回它！把它再抓回來，把你走出外面

的心再抓回來，這樣你的修養的第一步就是這樣了。孟子嘛！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讀

番書(英文)的那些番書仔，讀英文出身書院的那些，你問他，十個有十個都是好像你

一樣的答，順其自然啦！不用、不用吃緊的！「求其放心」，放心去做就可以了！

聽眾：再解多一次，羅教授！再解多一次。

聽眾：把你的心拉回來。

羅公：「放心」，這個放了出去的心，好像一隻紙鷂那樣，放了出去的，你收它回

來，求它，把它再拉回來，「放心」是放了出去的心，走了出外面的心，你把

它求回來，再放回來。

聽眾：那個「其」字我覺得你這樣即是……

羅公：什麼？其？

聽眾：那個「其」？

羅公：其？

聽眾：是！

羅公：其就是 their，their，或者 his，或者 her，再求他那個走了出外面的心回來！

識了？識解未？

聽眾：識了、識了。

羅公：這樣孟子教人的修養就是這樣的而已！孟子也講定的。是嗎？

但是，有人與孟子開玩笑，儒家就教人修養，孟子就教人「求放心」了，即是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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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教人修養的方法就是叫做「求放心」，你不要說是「求其放心」，是求回那個放了

出去的心。第一個。這個是什麼？是求回那個放了出去的心。但是《大學》就不是叫

人「求放心」，就叫什麼「誠意正心」！「正」是我們要把它矯正，那個心會歪的，

整天想害人，(想、想、想)想古靈精怪那樣去做這些壞蛋事的，那個心不正的，矯正

它！正它！令它正！《大學》教人「正心」。他這裡教人「求放心」，即是兩個方法

都是的。是嗎？放了出去的，把它拉回來，回來就「正」嗎？回來後還要矯正它，兩

種的不相違背，他先求一個放心，然後就正一個心，這就對了。是嗎？本來很好的，

是嗎？

但是你知道嗎？這種這樣的規規矩矩的修法，是儒家的正統修法、修養。佛教亦

是，正統亦是這樣，我們的心要矯正它，那個心放了出外面的要把它拉回來！佛教也

是一樣。但是，由有自從魏晉南北朝的時候，老、莊的學說大流行，尤其是莊子的學

說。這樣，老、莊的學說，尤其是莊子的學說很虛無的，是嗎？老氏虛無的，這樣莊

子的那種虛無思想已經流行了，剛剛在那時候那位鳩摩羅什法師就來中國，就把那些

《般若經》裡面那些講空的道理介紹過來，這樣佛教就講「空」了！而當時中國社會

那班人就講「虛無」了！空與虛無就是相差無幾的，一合流，於是就產生了一種思

想，是嗎？

這種思想叫做什麼？這種思想就叫做禪宗，於是就有了禪宗的思想。禪宗的思

想，初期的禪宗思想，達摩祖師就教人好好地去坐禪，是嗎？教人很簡單的，「外息

諸緣」，求回那個「放心」，外面那些「色、聲、香、味、觸、法」的東西停止了它

不要想，「外息諸緣，內心無喘」，我自己的內心的那條氣調得很順，打坐，調氣

「內心無喘」，「身(心)如牆壁」，身(心)要怎樣？要健康，牆壁一樣那麼健康，那

麼堅固，不要腰都提不起的，走不到路的。「身(心)如牆壁」。還要什麼？

身要很正地坐在那裡，「身(心)如牆壁」即是正正直直的意思，這樣「(乃)可以

入道」。(禪源諸詮集都序：「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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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正心，由正身、正心，與老莊那些都還未怎樣的。但是再過一些，前一些就有

所謂什麼？「默照禪」了，坐在那裏的時候不出聲，自己觀照，觀一下自己的心到底

是怎樣的，都還未很離譜，還未曾很跳盪，一到了六祖惠能，所以說南方人特別聰

明，到了我們廣東的那個惠能法師就不同了，他怎樣？

人家好好地，那個神秀要怎樣？修行了，「身是菩提樹」，要保持好身體之後，

我們戒律樣樣都要好，不要無規矩等等，要乾乾淨淨地來坐禪，戒、定、慧都要很

好，身體也要很好，「身是菩提樹」，這樣然後才可以產生我們的大菩提的。本來講

得很好的，「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不要整污糟我們的心，把我們的心昭

昭明明地，好像鏡那樣，不要讓灰塵整污糟邋遢它。很好的嘛！「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時時還要檢點，勿使、「莫使惹塵埃」。不要被塵埃整污糟。本來

教修行很好的！誰知六祖忽然來了一套：「菩提本無樹」，菩提，什麼「身是菩提

樹」？菩提身的樹，樹是有形的嘛！菩提是無形的！身是菩提，「菩提本無樹，明鏡

亦非台。」心如明鏡就行，怎麼有「台」？豈不是硬繃繃的？「明鏡亦非台。」「本

來無一物」，那個心本來就是一個空性來的，哪裏有一件物件給你？既然沒有一件物

件，又何需「時時勤拂拭」呢？何處、「何處惹塵埃」。這樣搞法！這是從思想史上

來看是這樣的。是嗎？

這樣即是全部飄離這些講法，這些講法是什麼？直情是，正統的佛教講法是穩穩

健健的，四平八正的。沒有「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這麼厲害的。而且六祖當

時講就是剛好破他神秀的執著而已，後來他就不是這樣了。後來六祖教人就不是這樣

了！後來六祖教人，後來六祖教人怎樣？教人甚麼？「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

憐。」教人這些東西。「禮(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教人這一套！當他成

功了以後，他教人什麼？他又教人四平八正了，是嗎？你會問，羅先生，你為什麼事

幹？因為我講起孟子就教人「求放心」，《大學》、《四書》，第一就是《大學》，

《大學》教人要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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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理學家，宋朝的理學家就分作兩派，一派就朱熹那些是一派，也是四平八

正的；另外一派陸九淵的那一派，好像六祖的那樣，非常之聰明，卓越到極的，陸九

淵那一派。就是陸九淵那一派有一個人，有一個人，我不記得他，好像是楊，(楊

簡，1141－1226)批評孟子，批評《大學》，他說孟子與《大學》都講得不對！他就

這樣，這個人大膽，儒家讀書人有膽量批評《大學》不對？又批評孟子不對，你猜他

怎樣？他先說孟子不對，「心本不邪」，心是無「邪」的，我的心是真如自性來的，

心是好的，本來就不邪的，是嗎？「安用正」？何須你去「正」它？本來就正的嘛！

它邪的你就要正它，它邪了，你就要正它，心都沒有邪，何須正？這樣即是孟子的

《大學》不對了！是嗎？「正心」。不放(就)安用求？那個心根本……什麼？

聽眾：放，安放？

羅公：那個心無乎不在的，那個真如心、這個眾生心無處不在的，到處都是我的心，

何需求？不放那個心，不放即是 understood，那個心本來不放的安用求？何

需求？這樣就破了孟子，是嗎？這樣章太炎講學講到這裏，他就說，嗨！高極

了。可以比得上六祖，六祖講的是第一個。

你這個楊簡，那些人叫他做楊慈湖先生，講他不同，你是執六祖的口水尾來填而

已！怎同？第一個講與隨後講怎同？他說：嘿！高囉！與六祖一樣了！其實別人先

講，你執別人的口水尾講就高極都是假的！是嗎？六祖就是高，不過我就舉這個例，

你不要以為四平八正，亦有些是不必的。這些是聖人。於是有些人，胡適之就怎樣批

評他？他說這些東西簡直是在印度拿過來的！不是中國的東西。其實胡適也錯，他以

為禪宗完全是從印度過來的，這些是禪宗的東西而已！

這個「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那套東西是印度人的東西來的！其實也不是，

禪宗不是真是從印度來的，是呀！現在除了那些人，那些死硬派認為禪宗真正是佛就

拈花微笑那樣整出來的，只是那些人這樣講，其實學者沒有人這樣講的！是嗎？這些

是什麼？明明是佛教的空宗與中國的老莊思想與魏晉玄學，再加上儒家的思想，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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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合產生的，幾種東西混合產生新東西出的。其實是胡適亦錯。

聽眾：羅公，那個「心」與那個「心」是不是兩種不同？

羅公：不同。

聽眾：這個「正心」的那個心，那些心……

羅公：那個心起心動念要正它，這個心是指那個無乎不在的眾生心，這個，這個是

《大乘起信論》的「所言法者，謂眾生心」。

聽眾：這樣就不同了？

羅公：不同！根本就不同。

聽眾：那個要正，這個不需要正。

羅公：這個不需要正，那個需要正的。是嗎？所以何解會這樣？

這個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自己的、我們那些的祖宗的缺點，就不夠怎樣？我們的

祖宗的思想不夠 logical，那個 definition都不同的，不同的嘛！我現在就講這些，

這個就求放心了，「內住」了。「謂從一切(向)外攀緣的，」攀緣那些什麼？攀緣那

些「色、聲、香、味、觸、法」的境，「攝錄」，「攝錄」即是再求它回來，把那個

心抓回來，「令其攀緣」，拿回那個心又怎樣？那個心放在哪裏？「令其攀緣內所緣

境。」將那個心叫它自己去想著，觀著、想著那個什麼？內所緣境，我自己，「內」

者，即是定，定中裡面的境，定中的境是什麼？如果你是想呼吸，就是呼吸；如果你

想佛像就是佛像；你想道理就是那個道理。定裏面的境，所緣境，這樣就叫做「內

住」。第一步。這種又是由什麼力？由聽聞力，讀經教，聽經教之後去產生的。第二

個，「續住」，「續住」唐三藏法師就譯作「等住」，法尊法師就將它譯為「續

住」，即是連續。

「內住」，譬如我現在把我的心，意馬心猿，我現收回心了，想回那個阿彌陀佛

的像了，「攝錄其心」了，只想不行的，還要連續，第二個剎那想回第一個剎那的佛

像，第三個剎那想第二個剎那的佛像，一路連續下去。這樣來「住」，「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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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住」要靠什麼？靠思維力，我在旁邊不是寫著？即是意志力，用我們的意志力控

制住，不准你想另一處，即於前心(所緣)相續而住。這個不用解了。第三叫做「安

住」，「安住者，」即是什麼？要靠憶念力了，念了，記憶前一剎那的心，前面那一

念的心了，「謂由忘念向外散時，速知散已，還復安置前所緣境。」

這個「安住」是當安置，安置即是英文的 settle，安置。不是說很安樂地住，而

是安置那樣住法，「謂由忘念」，譬如你有時當你想著阿彌陀佛的像，剛好不記得

了，「忘念」了，「忘念」即是忘記了，「向外散時，」一忘記就即刻想了別的東

西，「向外散時，」那你又怎樣？因為你有正知，「速知散已，」馬上就知道，我現

在那個心散了，知道之後，「還復安置」，又將心再安下來，將心再安回來，安回哪

裡？安回「前所緣境」。

即是初時所攀緣的阿彌陀佛的像，或者呼吸，安在那裏。這樣叫做「安住」。好

了，你現在問，會問：「內住」、「續住」就沒有問題了，那個心不亂，叫我如何

「安」？是不是照例要一下？你現在問了，是嗎？那個心都沒有亂，硬要「安」一下

它嗎？不是，你的心不亂你就不用「安」了，是嗎？你就超過這個「安住」了，它這

個是就初學來講。什麼叫做初學？

未得輕安之前的狀態，要一級一級那樣上。這樣豈不是好像硬 的樣子？很機嘣嘣

械那樣的？誰叫你初學？初學是要機械的，是嗎？初學是要機械的，真正成功的就不

是機械的。你看你好像訓練軍隊那樣，一定要怎樣？立正稍息，向左轉、向右轉，拿

一支槍要一、二、三，怎樣拿，怎樣托法？你未出去打仗之前是要這樣的，你犯了就

不行！但是要你真正打仗的時候還是一、二、三開槍嗎？那不行的！真正打仗的時候

你就超過了，自然就行了。

這些叫做什麼？基本教範，即是等於學習軍事訓練，學那些基本的教範一樣，即

是好像你們年青人，你們去跳舞，初初學跳舞就怎樣？跳三步，它就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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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一、二、三，是嗎？四步就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

二、三、四，是嗎？一定的。到你認真熟了，初時不數住是不行的，要數著，後來就

聽著音樂就行了，聽著砰、砰、砰的拍子就不用數了，是嗎？可以了，漸漸地就不止

這樣了，有那些 sidewalk了，是嗎？跳兩步又做一些花樣，古靈精怪了，一樣。你

說一開手就叫他學 sidewalk？那些漏氣的一定跳不好的！一定要，初學就一定要學

規矩的。有什麼好笑的？我以前成日去跳舞。一個、一個男人三十幾歲以前，什麼都

不識的，社會狀態什麼都不知道的，這種人將來……

聽眾：教壞後生！

羅公：不是！聖人之道嘛！「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中庸》第十二章)《詩

經》三百篇一開首就講「關關雎鳩」就是講夫婦的嘛！

這個、這個，如果無夫婦哪裏有人倫？是嗎？如果你不是互相有好感的，你怎會

結婚？變成兩個好像貼錯門神那樣，怎得了？是嗎？你想結婚，你第一步，這個時代

你不去追求怎行？如果你說，這個不是佛法。「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

提，恰如求兔角。」(《壇經》〈般若品〉第二)那些人整日說去山裏修，那不是真佛

法來的，山裡「青磬紅魚」那些，今天的時代這個要淘汰了。這樣，如果我的心都不

亂了，那就怎樣？不用安了，你就不用安了，是嗎？不用安了。但是，這一分鐘你不

亂而已！過兩分鐘你又亂了！是嗎？

你初學就是這樣的。第四了，第三的安住揚憶念力，記憶力，再記憶前一剎那，

第四也是由憶念力的，「近住」了，怎樣叫做「近住」？那個心不散亂了，想回那個

境了，就「勵力令心住前所緣。」「勵力」，要很緊張，「勵力」即是很用功那樣，

策勵我們的力量，即是心很緊張地抓緊，想以前的那個佛像，或者其他的所緣，想回

它，令其，「令性漸細」，令到它，那個心不要緊張，慢慢和緩，慢慢和緩，「上上

而住，」慢慢，「上上」者，逐步進展，逐步進展，慢慢越來越和緩，越來越自然，

這樣就叫做「近住」了。一定要這樣，一定是這樣的，你超過，「安住」有時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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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近住」一定有的，是嗎？亦是由憶念力的。到了第五個階段了，調伏了，「調

伏」是什麼？要靠「正智」了，「思」了。知什麼？「五、調伏者，謂(由)思惟正定

功德，」令心、不是！「令於正定心生喜(欣)悅。」「於(由)色等五境、(及三毒、)

男、女隨一之相，(令心散動，先應於彼)取其過患，」一句。

這個就是調伏、調伏，調伏是怎樣？對付兩種東西，第一，不是！調伏用什麼

力？用思維力，佛經裏面「思維」兩個字，等於現代心理學上的所謂「意志」，意志

力，意志力，八正道裏面的正思惟就是正的意志，這裡就用什麼？用正智力，不是用

思維，我講錯，剛才講思維。不是！「謂由思惟」用正智力去指導，就思維，把我們

的意志力想回那個正定的功德，即是想什麼？我們修定有什麼好處？「令於正定心生

喜(欣)悅。」就知道我們修定會超凡入〔聖〕的。

「於(由)色等五境」，「色、聲、香、味、觸」這五種境，再加入什麼？男女

的，男女情慾的境，任何一種，這個「隨一」，男者觀女，女者觀男，任何一種，

「隨一之相」，一有這些相起的時候，即刻撇除它，「取其過患」，縱使它不想都知

道這些東西是有過失的，不要！「過」就是過失，「患」者就是災患，這樣即是對付

兩種東西，一種就是什麼？色、聲、香、味、觸，另一類就是男、女等那些東西，那

些「過患」。這樣，那時就叫做調伏。你說，我根本沒有這些想，那你就超過它！沒

有就超過它。

第六了，寂靜了。「寂靜」是什麼？也是用正智力，怎樣正智力？謂於「諸惡尋

思，及貪欲蓋等」，「取其過患」。「惡尋思，」即是不要起壞思想，貪、嗔、癡等

這些，貪欲等這些煩惱，「貪欲蓋等」，修定有五種「蓋」，「貪欲蓋等」就是這五

種「蓋」，記不記得「五蓋」？江漢林，你識嗎？「五蓋」？追悔、後悔叫做「惡

作」，為什麼追悔叫做「惡作」？以前的東西你作了，現在後悔我不應該作，「惡

作」，憎惡以前所作的事就叫做「惡作」，即是後悔，後悔是好的，懺悔是好的，好

的後悔是好的，但是你應該要出了定才懺悔，你說，我念懺悔文。如果你這樣在定中

13



白白念懺悔文就不好了，你出了定才念嘛！是嗎？未入定之前你念嘛！是嗎？

所以「掉舉」、「惡作」都不對。「疑蓋」，對於佛所講的道理疑，猶豫不信

的，那些是什麼？心不定，叫做「五蓋」，「蓋」者，即是遮蔽你們的心，令你不能

入定的，叫做「五蓋」。「貪欲等(蓋)」，你對於這些「蓋」你要「取其過患」，知

道它的過失，有「過患」的。這個「寂靜」與「調伏」有什麼不同？「調伏」是對

「色、聲、香、味、觸」與男、女，即是外面的東西，取它的「過患」，這個「寂

靜」是對自己內心的五蓋，取它的「過患」。

第七了，「最極寂靜」，「最極寂靜」就不止正知了，「由精進力」了。「由失

念故，若起如前所說尋思及隨煩惱，隨生尋斷，能不忍受。」你就是經過寂靜就不錯

了！這樣就一路這樣進展下去了，一路進展下去，你會發覺仍然有少少的五蓋起的，

很微細的，你要怎樣？「最極寂靜」，最進一步，「由精進力」，你又會發現什麼？

「由失念故」，忽然間有時忘記了，那個心又流散了，就起回以前所說的什麼？

惡的沉思和隨煩惱，即是那五蓋，這樣，會有微微生，將生未生，你就馬上把它

壓下，即是那些煩惱將起未起你就馬上按下它。「隨生尋斷」，它一起的時候你就斬

斷它，「能不忍受」，不會容忍它在這裡。這樣叫做「最極寂靜」，一點都不容忍

它，仍然很緊張的。是嗎？第八種、「專注一境」，也是「由精進力」了，進步了，

心可以集中想一種境，譬如你觀佛像，想著佛像了，不想別的東西，全部被你壓低

了，「專注一境」，但是你知道嗎？你很吃力的，很吃力的，是嗎？

雖「專注一境」，但還不能「任運」，有功用的，「專注一境」是有功用，「由

精進力」，有功用的，「由有作行，」「作行」即是功用，「令無缺間，」要有功用

令它不要間斷，一路連續。這樣就連續、連續觀著那個影子，「於三摩地相續而住」

了，已經在定處連續、連續不會散亂了。但是有一個缺點是什麼？要吃力，太久你吃

不消的！是嗎？這樣就叫做(「專注一趣」)。可以嗎？你們可以不可以？可以嗎？盧

14



茵？你行不行？

聽眾：試一下。

羅公：你們或者有些人會可以的！其中有一兩個會可以的。

但是仍然要有什麼？有吃力。下面講「平等住」了，「平等」即是前後連續很平

衡那樣的，即是什麼？「捨」，對於什麼？要用串習力，修得多就可以了。「串

習」。「《聲聞地》說名等持」。《瑜伽師地論》不叫做「平等住」，叫做「等

持」，《瑜伽師地論》裡面的〈聲聞地〉，《瑜伽師地論》就分作十三個「地」，那

個〈聲聞地〉裏面就不叫做「平等住」而叫做「等持」，何解呢？它怎樣去解釋這個

「平等住」與「等持」呢？

「如云：」〈聲聞地〉這樣說：「數修數習，數多修習為因緣故，得無功用任運

轉道。」一句。它這樣說：「數修數習」，屢次修，「數」即是多次、多次修，多次

練習，「數多修習」，屢次修，多修的，日日修，日日修，多修，以這樣的原因，

「為因緣故」，就「得無功用任運轉道」。他就會獲得不需加功的、無功用的，「任

運」的、自然而然那樣的活動，那個定心，「由是因緣，不由加行，不由功用，心三

摩地任運相續，無散亂轉，」一點都不散亂的，自然而然了，這就真是自然而然了，

「故名等持」。加一個鈎(」)，這個是〈聲聞地〉的，剛到替它鈎(」)回上去。這樣

就是九種「住心」，你們就必須要矮仔上樓梯那樣，一定要逐步來，這樣哪個時候我

不這樣做？到了「第九住心」做到了之後，前面的那些就超了，是嗎？「第九住」都

做到了，時時入定就可以到「第九住」了。首先是超了什麼？安住了，不用安住了，

再不用壓住它，一路下來了，是嗎？去到最後，一繞起腳一坐就已經是「平等住心」

了，你看看什麼？你讀過《維摩經》是嗎？聽過《維摩經》是嗎？說那個維摩居士即

刻「攝心入定」，是嗎？「攝衣入定」，即刻將衣服蓋著腳，一入定，一入定即刻入

了大定了。不是有這段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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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維摩經》，這個「九種住心」，「九住」是什麼來的？修止，止的九個階

段，當你學修止，學到能夠怎樣？身體很正直，那個心的氣都沒有喘動了，心有「內

住」了，由「內住、續住、安住、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平等持

心」，一路落，到了「平等持心」的時候，你要學修止就〔有〕八成功夫了，還有兩

成是什麼？得輕安，未得輕安就還是未得，這樣，如何得輕安呢？那些就留待以後再

講了。你夠鐘了，你還不走？

聽眾：我今天有車。

羅公：哦！有車呀？

聽眾：我阿嫂下來了。

羅公：哦！好啦！趕緊走了。

聽眾：教授，羅教授，

羅公：有沒有問題？對於這個修持？

聽眾：羅教授，這個「等持」是不是即是定慧等持？

羅公：什麼？

聽眾：這個「等持」是不是即是定慧等持？

羅公：是！是那個「等持」，即是「平等持心」。

聽眾：即是這個定慧等持。

羅公：就不是三摩地那個「等持」。三摩地那個的定心所來的，這個即是定的「等

持」。

聽眾：即是止觀平等了？

羅公：那個心不惛沉、不掉舉，一路「捨」，就是等持。

聽眾：我知，這個算不算那個「觀」的等持？

羅公：什麼？

聽眾：只是止等持而已？

羅公：止與觀都要靠等持的。

聽眾：是呀！是呀！

羅公：講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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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只是講止，不是觀？

羅公：有沒有問題？對這個修定？你不用找師傅的！

聽眾：是我的，那裏還有很多，一大疊。

羅公：別人問你，你去哪裡學的，你說我學宗喀巴的就行。不要說學我的！學宗喀巴

的。

聽眾：這裡有一大疊呀！

羅公：宗喀巴怎樣？拿給他看嘛！

聽眾：羅公！沒有了？

羅公：什麼？

聽眾：無講義了。

羅公：有！

聽眾：今日就是 1989年 8月 12號星期六，繼續是由羅教授講解這個《解深密

經》。

羅公：這裏就講了，上文的第十四頁，就講了那七種「住心」了，是嗎？現在就說明

「由六力成辦」，即是說這七種住心是要由、要靠六種力量去造成的、辦成功

的。你看看：「二、由六力成辦。」「力有六種：一、聽聞力，」「聽聞力」

即是什麼？聽經教。這個「(六)聽聞力」是廣義的，你看書都算的，都是當

「聽聞」的。「二、(就是)思惟力，」這個「思惟」當意志解；用我們的意志

力，「三、(就是)憶念力，」「念」了；「四、(就是)正知力，」這個「知」

字當你作名詞用的時候就讀「智」，知、止、智。當你如果當動詞用，就讀

「知」，知道了，那些如果識中文的你們就知道，那些做動詞用的有時會由平

聲變成去聲。這樣，你識不識？陳太不識？

聽眾：不識。

羅公：江漢林你識不識？那些聲，什麼？這樣嗎？我講給你們聽。中國人一定要懂得

平仄聲，懂得陰陽聲，平仄聲，這種陰陽聲與平仄聲就北京話與廣州話是不同

的，但是廣州話就古些，你不要以為北京話是很古，廣州話更古些，真正古

的，廣州話還不夠古，客家話才夠古，有沒有人講客家話？有沒有？你客家人

嗎？客家好的！你不要以為客家不好啊！這些才是正種中國人！中原人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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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話更加古，比廣州話還古，比北京話更加古，廣州話比北京話古，客家話

又比廣州話古。客家話與潮州話，兩種話都比廣州話古，你不要說潮州音蹺

口，它最多古音，潮州，潮州話保存那些古音最多。我們中國的話，不論是北

京話或者廣州話，都有，有平仄聲的。怎樣叫做平仄聲呢？但是北京話與廣州

話不同調法的。你看看：你先用廣州話，廣州話最古，廣州話比北京話古。聲

有兩種，一種叫做陰聲，一種叫做陽聲，怎樣叫做陰聲？怎樣叫做陽聲？你們

學過物理學就知道，那些聲音的振動次數比較多，那個振幅大與振幅小，振

幅，什麼叫做「振幅」？是不是 vibration？是不是？那個「振動」的那個

字？是不是 vibration？

聽眾：vibration是震盪。

羅公：什麼？

聽眾：振幅是 amplitude。

羅公：即是那件東西的振動範圍，那件東西的大小，那種振幅不大而比較尖銳的，這

些叫做「陰聲」，中國人，廣州話，振幅大，那些聲音是粗一些的就叫做「陽

聲」，即是說，聲有陰、陽，首先分陰、陽。陰聲，廣州話來講陰聲有四個，

陰聲：一、二、三、四，四個，陽聲也有四個，還有一個半陰半陽的，這樣即

是什麼？四加四再加一，就九個，所以你們讀書人說：廣州話字有九聲，很多

人教國文，我問香港〔又〕好，所以那些大學畢業生弊就弊在這樣，他們教國

文，學生問他什麼叫做九聲，他發不出〔九聲〕！教中學，好心你就不要做中

學教員啦！是嗎？這些料！廣州話那聲都不識的，哪有資格教中學？現在很容

易的，你很容易考的，你很謙卑的：我都是不識，聽見人說廣州話有九聲，麻

煩你教一下我了，你就做教中學了！一定識了！這樣就 他的景攞 (難倒)了，是

嗎？音有九聲，這樣即是陰聲有九個，陽聲就有九個。舉個例，譬如那個

「江」字，你姓江了，江，那個江字做基礎，江字作 basis是可以發出九個音

的，先發四個陰聲，江、港、鋼、這個字沒有的，要用英文寫才

行，gok，gok，是不是這樣？江、港、鋼、gok，四個陰聲，響亮一些的，

即是那個振動次數多些的。四個陽聲，螯(gong)、「螯」你英文都寫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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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講，沒有了，沒有這個字，有音無字，螯、講、鋼‵、這個是蟹螯

「螯」，我不識寫，那個「螯」字我不識寫了，即是蟹螯的「螯」。螯、講、

鋼‵、kok‵，不是 gok，不是「角」，一調起來，你習慣了，就江、港、

鋼、gok，四個陰聲，跟住就螯(gong)、講、鋼‵、kok‵四個陽聲，這樣一個

字就發出九個聲，一個「江」字就江、港、鋼、gok，螯、講、鋼‵、kok‵，

譬如別人說個「港」字，你一樣可以的，江、港的「港」字的地位在這裡。還

有一個半陰半陽的，這樣半陰半陽的一會再講。這個聲就叫做平聲，這個聲叫

做上聲，這個聲叫做去聲，這個聲就叫做入聲，平、上、去、入。江、港、

鋼、gok，陰聲四個。陰平聲、陰上聲、陰去聲、陰入聲。是嗎？識不識？梁

華生你有沒有會考，考中文？

聽眾：有。

羅公：有。先生有沒有教？

聽眾：無。

羅公：你的先生要打屁股！教到你畢業都不講，可能你的先生不識都說不定。這種

人，如果我做校長，我知道做國文教員就受氣了，你不識這些東西，你就不要

教，那樣的。我對這些東西我不客氣的。江、港、鋼、gok，四個陰聲，螯、

講、鋼，kok‵，四個陽聲。是嗎？八個了。還有一個，這樣，陰平、陰上、陰

去、陰入，江、港、鋼、gok，四個了，四個陽聲：螯、講、鋼‵，kok‵，即

是陽平、陽上、陽去、陽入。八個了。還有一個，那個入聲有個半陰半陽的入

聲，叫做「中入聲」，「中入聲」，陰入、陽入之外有一個中入聲，江、港、

鋼、gok，那個 gok字了，是嗎？台山人叫閣樓做 gok，是嗎？gok陰聲，那

個 gok字陰入聲，那個陽入聲，螯、講、鋼，kok‵，那個 kok‵字都是寫不出

的，有一個既不是 gok，又不是角，在中間，各人、各位、各位請飲茶！那樣

「各」，江、港、鋼、gok，又不是江、港、鋼、各，江、港、鋼就 gok，沒

有它，螯、講、鋼，kok‵也沒有它的分，這個 kok‵字一半似 gok，一半似

角，這樣就叫做 kok‵，中入聲了。那你怎樣調出來？可以的，我們慣了，

江、港、鋼、gok；跟住江、港、鋼、gok，螯、講、鋼‵、kok‵，跟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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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鋼、gok，就會出來了。識不識？

聽眾：沒有什麼特別標準的！

羅公：為何沒有？有！有標準的！任你說一個，我發音你聽。

聽眾：陳、陳芷筠。陳呀！

羅公：「陳」是嗎？親、疹、趁，察；塵、疹‵、趁‵，察‵，還有一個/七，既不

是七又不是察，親、疹、趁，察，九聲了，是嗎？是嗎？

聽眾：「陳」是什麼？陰還是陽？親、疹、趁、察，就四個陰聲；塵、疹‵、趁‵，

察‵就四個陽聲，還有一個/chak，不是七，不是察，是/chak，那個就是中

入聲，怎樣都行，你姓什麼？不記得了。

聽眾：一樣。

羅公：一樣是姓陳嗎？陳什麼？

聽眾：什麼陽、陰。

羅公：裕初嗎？我講給你聽，於，魚、意‵，噎；於，魚、意‵，噎，虞、與、喻、

越，還有一個「/悅」，既不是「於」，又不是「悅」，即是於，魚、意‵、

噎，一讀歪，虞、與、喻、越，/悅，是嗎？不論你說什麼都可以填到。譬如

你姓胡那樣，你填給我聽，四個音，能不能讀到？烏，是，沒錯！烏棗的烏，

烏、壺、惡；烏、壺、惡、/woo，烏、壺、惡、/woo，是嗎？胡、壺‵、

護、woò，有一個/惡，烏、壺、惡、/woo，烏、壺、惡、/woo，胡、壺

‵、護、woò，是嗎？譬如你，你啦！你調個「漢」字我聽一下？

聽眾：漢。

羅公：漢、那個「漢」字不在這裡的。

聽眾：看。

羅公：看、看門口的看，看

聽眾：焊。

羅公：焊。

聽眾：看。

羅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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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hot。

羅公：hot。

聽眾：hot。

羅公：hot，hot！看，焊、漢、hot！

聽眾：寒。

羅公：寒，我好寒酸呀！寒。

聽眾：旱。

羅公：旱、天旱了！

聽眾：汗。

羅公：汗、流汗、出汗；汗，寒、旱、汗。

聽眾：渴。

羅公：渴、渴，這樣就一個口渴呀！渴。看，焊、漢、hot，寒、旱、汗、渴！那個

「渴」字沒有地位的，看，焊、漢、hot，講歪一點，寒，旱、汗、渴，九個

聲了。廣州話每一個字都發出九個聲。你看，字有九聲，你查書是查不到的，

有時是要面學、面授才行的。總之現在的大學那些中文系畢業的就是渣及水

(水平低)，是嗎？

聽眾：羅公。

羅公：是。

聽眾：那些字典的什麼韻、切那些是怎樣？

羅公：切韻即是拼音，切韻即是拼音，拼音，譬如那個「天」字，「他連」，兩個字

就是「切」了，即是將那個「他」字與「連」字合拼，「他連」、「他連」就

是「天」了！

那個「他」字還不是天？t，t，「連」就 in，tin就是天了！是嗎？

不過中國字就論盡(繁瑣)，那個「他」字就要怎樣？

那個「他」字是 ta合起來的，ta嘛！要將那個 a字腳斬了去就拿個 t，

就切腳，連，lin，lin就 li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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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斬了那個頭，不要那個 l，不要 l，只要那個 in，

上面那一節要斬腳，下面那個字要斬頭，

拿那兩個字一拼就是那個「天」字來了。

舊時的人拼音就很辛苦的！

讀過英文的就容易，沒有讀過的你猜怎樣？

要有一首歌的，要念(背誦)的，叫做「切韻歌」，

我老爸那些就要用切韻歌的，

怎樣？「他連」，他這樣唱的，「他連」就「天」，

他不是，「他連」就「天」，他拼不出那個「天」字的，

他要「他連」、「他連」、他、聽、「天」，這樣的！

譬如那個「泥」字，你怎樣？那個「泥」字，

娘，ne嘛！溪，「娘溪」兩個字夾埋(合拼)就是「泥」了，

我們讀過英文的，就「娘溪」就是「泥」囉！

他不識得，舊時的八股佬不識的！

變成怎樣？娘溪、娘溪、娘、寧、年、泥！那樣的！

敲起個東西：娘溪、娘溪、娘寧年、泥！那樣的！

這樣他一拼就拼出來了。是嗎？

譬如那個「通」字就是「他工」，切了，

他工、他工、他、聽、天、通！

他就要整多兩個什麼聽天、寧年！要這樣好像唱起來那樣才行的。

那些就論盡了！應該淘汰了！

那些那樣的「他、聽、天」，「娘、寧、年」這樣的應該淘汰了！

應該用字母了。

但是你這九個聲就仍然有的，你英文、法文都沒有這九個聲的，

所以那些外國人研究幾多類字，研究 linguistics，

那些一定要中國來學，尤其是來廣州學，學、學、學，

來廣州或者去潮州，去記錄，去錄音的。字有九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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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什麼反？

羅公：什麼？

聽眾：什麼反？

羅公：反即是切，反切、反切，反又是拼音！切又是拼音。何解要用「反」？要用

「切」？切，砰砰砰，一「跣」過去就是「切」囉！是嗎？什麼「聽天」、

「寧年」一跣(滑)就過去囉！反就是他聽天，娘寧年那樣，俗起來就將它反一

反轉就是了，反，反轉，即是拼音，本來中國就不識的，不識反切的，就是那

些印度人的和尚，佛經，走過來譯佛經，印度是拼音的，將印度拼音帶來中

國，就叫做「反切」。到了唐朝的時候就有個和尚，叫做「守溫」，那個和尚

叫做守溫大師，將梵文的四、梵文的三十幾個字母就配中國的字母，就有 36

個字母，你查《辭源》，查「守溫」兩個字，守溫 36字母，他是怎樣呢？梵

文，喉、牙、舌、齒、唇，是嗎？你學過悉曇(siddh )āṃ ，劉萬然你學過了，

喉音、牙音、舌音、齒音、唇音，普通梵文都有這幾種音的。譬如喉音那樣，

五個的，每一種，喉、牙、切、齒、唇，每種有五個的，喉音：ka kha ga

gha aṅ 你學悉曇就識了，ka，喉音了，ka kha，現在我們讀，以為那個 k字

肯定是讀 ke，這個人他就沒有學過語音學的，這個 ke法文就讀 ge的，普通

世界上的語言學的符號，k字，這個不是 k字，這個是符號來的，是 ke字，

即是 ge字的音，即是等於英文的 g，ge，ka kha 這個即是英文的 k了，第三

個就用大草寫的，ge與 ga英國人就分不出的，法國人就分得出的，學語音的

就分得出的，八個字，ka，你們試一試，你們跟我發音，你用手摸住喉欖(喉

結)，ka，ka，不多振的，是嗎？

聽眾：ka。

羅公：少少而已，你發這個音要怎樣？ge。

聽眾：ge。

羅公：整這裡個 的，是嗎？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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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說，發這個 ka字音的時候，那個聲帶不喐(動)的，只是這個外面會 而喐

已，發這個 ga音聲帶是 的，喐 ka kha ge，ge梵文叫做帶鼻音，好像在鼻處出

的，kha、kha、kha，與那個 g字差不多，kha，那個氣呼出去的，ka kha ge

gha， gṅ ，好像是 ng的，沒錯。ng，ka kha ga gha a(ng)ṅ 這樣就五個喉音。但中

國不齊的，那個守溫和尚，他不用 ka kha ga gha aṅ 了，他用什麼？「見、溪、

群、疑」，就改了些，即是模仿梵文，ka「見」了，kha「溪」了，群，這裡不是，

這裡是在第二行了，cha，喘，群，這個 ch音，疑、疑字英文無，法文無，中國話

要蘇州話才有，廣東就高州有，我們叫日、月的，是嗎？

日、月，一個日，一個月，高州有個地方叫做日月，日字讀兀，那個月叫閱的，

日月，那個「疑」字蘇州話讀 ni，國語那裡有 ni(倪)字？倪，不是 ni，福建，福建人

也有這個音，福建，福州人叫人做 nin，in、nin、那樣的。福州話似，但蘇州話有這

個字，nin，國語沒有的。是嗎？梵文五個喉音他就佔了四個，「見、溪、群、

疑」。梵文就教人 ka kha ga gha aṅ 了，跟住是什麼？c字頭那個，ca cha ja jha

ña，ña即是這個字，ca cha ja jha ña。那個 p字頭，唇音，pa pha ba bha ma，還

有一個捲 的，又不同。脷 t字起的，ta tha da dha na，這樣他就整出 36個字母了。

現在你們查一查《詞源》，守溫 36字母，可能列了整個表給你們的。有些人就走去

學這些音，學、學、學，他整個博士了，很多是這樣。他專門研究這種東西，就整個

博士了，博士很容易的，寫一篇論文，專門走窄路，有這麼專門走這麼專門，以前沒

人講過，現在他講，這樣就博士了。

你不要太羨慕那些博士，如果拿到博士你都真要怎樣？你要拿哈佛，耶魯，最低

限度都要 Columbia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Columbia)Cornell  (University  of

Cornell)，或者是 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那些才要擺出

來，那些才好返出來，其他那些乜乜物物，什麼 Texas或者什麼就無謂擺出來了，無

謂擺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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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個人家送給我的那個什麼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那間小小的，就送個

博士給我，我都是博士，哲學博士來的。但我就不敢印出來，如果我是耶魯(Yale

University)的我就印出來了！這些印出來做什麼？我問葉文意，我說：你要不要博

士？要博士我替你整一個瑞士的博士，可以的，如果想要一個博士，在香港可以，我

替你做經紀，幾好的！有時印落卡片看著不錯的！西方人最慕虛榮的，叫你做

Doctor，Doctor某那樣，人家說Doctor Chan那樣，都不錯的！是嗎？我有一個朋

友在香港專做瑞士的博士經紀的，葉文意很有興趣的，不過我就沒有空，來了這裡。

聽眾：幾多錢一個博士？

羅公：捐幾千元給那家大學就行了。在香港捐幾千銀，捐四、五千元銀它就給你一個

博士了，現在美國有些你捐一千幾百元你都可以拿個博士了！會給你一個博士

的，不過這樣，你想拿博士你要本身有這個學識才給你的，你沒有那個 basic

degree它不會給你的，它即是愛錢是愛錢，要錢都有個道理的，是嗎？有一

個說，我沒有書，叫人替你寫一本就行了！你替我寫本書五萬字的，我付一千

元、500元一萬字給你，你替我寫，五、五二千五元，你替我寫一篇論文，你

樣就行了。可以的！你給錢我，我替你寫都可以。得的！

聽眾：美國也有。

羅公：什麼？

聽眾：美國也有些人專寫論文的。美國呀！

羅公：有！

聽眾：這裏都有！這裏都有！

羅公：這裏都有！

聽眾：加拿大都有。

羅公：我知道，我有個同學去法國留學，原來在巴黎它有些賣舊書鋪，專做什麼？

什麼圖書參考社，參考 reference什麼的一個社，它做生意是怎樣呢？譬如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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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間大學，我現在讀博士了，譬如我在多倫多大學，我現在讀博士，我研究這個

Honolulu的歷史的，想拿歷史博士，你就去找他，找他，那些人多數是猶太人做

的，那些老闆你不要小看他，那些幾個博士銜的！

他做那些參考書社，你找著他，找著他，他掛明招牌的，不犯法的！他出賣資料

而已！你說我現在有一條論文，我想寫 Honolulu的歷史的，我想取這些資料，你應

有盡有，有關Honolulu的歷史資料你拿給我，他不犯法的，你學校知道他也不犯法

的，他替你一計，Honolulu歷史嗎？總共要三百元才行，三百元，我全部歷史就給

你，全部資料都給你。好！三百元成交！三百元。他打一個卡片，替你請一個打字員

替你打完，你的論文分做第一章講什麼，第二章講什麼，之後他每一章替你全部排列

好那些資料，收你三百元，沒有冤枉的這些資料，他不犯法的，賣資料而已！

他替我揭書那樣解，替我抄資料而已！這樣，他賣資料的時候就要扯上他：喂！

老實講，替我全篇完整它行嗎？行！你付兩倍錢、三倍錢就行，這樣我替你完成它

了。這個就是暗盤了，明盤就賣資料給你。將來見法官，我只是買資料而已，暗盤就

是他替你整。自己不動筆的，他用打字員替你打，他都不用他的打字機來打，用另外

一個打字機替你打。打給你，你將來取的時候，你問某個打字員取就行了，將來問

他，我哪裏有替他做論文？是嗎？我堂堂正正的，我都幾個博士，我是替人做論文的

嗎？我做老闆的！那些猶太人。

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在法國留學四年，拿了個博士卻不識講法文！怎樣不識講

法文？他去郵局寄擔保、寄掛號信，沒有辦法講得通給郵局職員聽，他要寄掛號信，

他寄掛號信搞不定，卻拿了個博士！這樣，我說：你老老實實講。他給我聽，就是買

資料，買資料，再對他講整好。他說行，你問他就行了。很多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美國有很多間大學，一個 block就一間大學了，某條街裏面，羅省一

個 block 裡面，五、六間樓就叫做大學一間了。現在多倫多都有些的，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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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都有一間，什麼 business的 Business Academy College好像只有二樓、

三樓，它整一張文憑發給學生就，有我這張紙兩倍那麼大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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