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的丈夫在 Cambridge畢業，拿了個碩士，兩夫婦都拿碩士，女人就不給碩士

的，英國這樣保守的，女人就不可以〔拿碩士〕，現在可以了，這幾年可以拿了。男

人就可以拿碩士，女人就可以讀書，但不能拿碩士。他丈夫就拿了碩士了。他拿張畢

業證書給我看，即是什麼？即是在多倫多那個什麼？即是多倫多的 Grange Centre

裏面，讀那些移民班給你的證書那樣，這樣大張的，像這張那麼大張，我都有一張

的，我讀過移民班的，Grange Centre那處呀！讀三個月的嘛！一個禮拜去讀一次而

已！上足 31堂課就拿給你了，讀完了就每人給你一張，我說，哈！原來有證書的！

給一張證書你，這麼大張。Cambridge又沒有相貼的，沒有的，哪裡有貼相的？只

有中國那些證書要貼相，外國的證書哪有貼相的？就算是博士、碩士都沒有貼相的，

你們那些有沒有相的？

聽眾：沒有的。

羅公：沒有的！

聽眾：當然沒有相啦！譬如你拿證書給人看，〔有相〕就變成了種族歧視嘛！所以沒

有，只有一個名。

羅公：因為那個社會沒有人呃騙的，那有何須貼相？人家那些靚的碩士、學士、博士

證書用羊皮紙來整的，你貼張相上去做什麼？那些羊皮紙很靚的！羊皮呀！羊

皮紙整的，那些字很靚的！黑金印下去的，沒有的！人家拿來看，貼相上去也

不好看的。這樣我就講完這裡。這個就是廣州話九聲，識不識了？你叫胡什

麼？

聽眾：胡蘭芬。

羅公：什麼？

聽眾：胡蘭芬。

羅公：胡蘭芬識嗎？回去教人啦！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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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我整不妥，整不妥很簡單，早上起身那些音最好：東、懂、凍、篤，

燈、等、 、得，櫈 dun‵、等‵、鄧、特，一試得一個禮拜你就很順利了，這個就是

廣州話的九音，國語、即是北平話就不是了，譬如那個江字：ji ngā （江），譬如講

ji ngā （江）、 jiáng(第二聲無字 )、 ji ng(ǎ 獎 )、 jiàng(將 )，那個東字呢？d ngō

（東）、dóng(第二聲無字)、d ngǒ （懂）、dòng（洞），d ngō （東）、dong(第

二聲無字)、d ngǒ （懂）、dòng（洞），它就不是他平上去入的，國語無入聲的！

就是什麼？陰平，國語是這樣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就沒有入聲

的。d ngō （東）、dong(第二聲無字)、d ngǒ （懂）、dòng（洞），這樣就叫做平

上去入了，平聲就叫做平，上、去、入，這些聲就叫做仄，仄了，就這樣了。你一懂

得平仄你就可以做舊詩了，做舊詩，譬如你做舊詩，譬如你說這樣，譬如這個四句詩

那樣：平平仄仄仄平平，這樣了，這樣就要對了，仄仄平平平仄平，是嗎？

聽眾：平平仄仄平平仄

羅公：這個一定要拼的，這個平一定要平的頂回它，然後，這個叫做平起了，四句詩

平起了，平、第一個字，第一、二個字用平聲起的，叫做「平起」，下面：平

起仄頂了，下面那兩聯就用仄聲起了，頂了，平起仄頂，頂它了。下面：仄仄

平平平仄仄，然後就平平仄仄仄平平，細路哥念都可以了。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念熟

了它，念熟了它就填下去，用那些詞、那些聲填下去而已！

聽眾：如何、如何「一、三、五不論，二、四、六要分明」？

羅公：那些、那些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些因為不能太板，要放鬆，所以就一、三、五

就放鬆它，就不論，不是說一定不論的，最好是能夠論那就最好了！

即是可以不論也行，「一、三、五不論」，但二、四、六第二個字、第四個字、

第六個字一定就要仄。所以就叫做「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嘛！譬如你

說這樣，這個……像這個：「朝辭白帝彩雲間」，早上一大早，就「辭」，離開白帝

城了，白帝城在山頂的，就像在雲間一樣。「朝辭白帝彩雲間」，這樣，朝、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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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折，平聲了，是嗎？平了，辭、似、廁‵、切；「辭」字就平聲了，這樣就平平

了，扮‵、板、扮、白，那個「白」字入聲、仄聲了，是嗎？低，抵、帝、得，

「帝」字又是仄聲了，這裡平平仄仄了。啋、彩、菜、出，「彩」字又是仄聲了，平

平仄仄仄，「雲」呢？雲、蘊、運、核，平聲，「間」，間、簡、諫、格，平聲，

「朝辭白帝彩雲間」就最標準了。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下面就要對了：「千里江陵一日還，」江陵整整千里路，在四川坐船去江陵整整

有千里路，「千里江陵一日還」，很大水，長江水，三峽 下來，去的時候要幾日，冲

回來的時候一日就可以回轉頭了，「千里江陵一日還」，「千」，千、淺、暹、切，

這個平聲，平與平就不對的，但是「一、三、五不論」，第一個字不要緊，這個字就

發不出聲了，但不要緊。「里」，離、理、力，這個仄聲，對了，平平，這個就仄

了。「江」，這個平聲，江、港、鋼、gok，平聲，對那個「白」字是仄聲，對了，

「陵」，陵、領、令、力，又是平聲了，對那個第二仄聲就對了，平對仄，仄對平

嘛！「一」，一、銀、晴‵一，這個「一」字是仄聲，這個犯了一個聲了。

聽眾：這個就是仄字了。

羅公：是了。

聽眾：仄仄平平仄仄平。

羅公：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又得，如果仄仄平平仄仄平，這裡就要平平仄仄平仄平

了，就要這樣起了。是嗎？

這樣它如果照我這個式，就這個字：一、二、三、四、五，「一、三、五不

論」，無所謂的，那個「日」，「日」是仄聲，人、引、孕、日，這個是平聲，這個

協韻，en協韻，「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下面：「兩岸猿聲啼不

住，」兩邊岸，仄仄了，糧、兩、亮，又是仄，昂‵、昂、岸，又是仄，「猿」，那

隻馬騮（猴子），「猿」，平聲，「聲」，聲音的聲，聲、醒、性、色又是平聲，

「啼」，又是平聲，啼、悌、替、題，奔、品、鬢、「不」，仄聲，搖、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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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那個「住」是仄聲，全對了。「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輕」也是卿、磬、輕，平聲對了。「舟」，舟、走、奏、執，又是了，平聲了，

「已」，疑、以、義，也是仄聲，對了，guo、果、「過」，對了。仄聲了。蠻、

晚、萬，那個「萬」也是仄聲了，「重」，從、重、 ‵，平聲了，「山」，全部對冲

了，差不多最標準的。好似填下去那樣填，如果是詞就直情要填的，是嗎？這個平平

仄仄，現在的人連平仄都搞不定，我看了很多對都搞錯平仄的，我看到酒家裏面很多

都搞錯平仄的。

很多拿了博士回來連平仄聲都不識，學文學的，去外國學文學拿到博士回來 .有

個大詩人很有名，叫做余光中（1928－2017），唉！他就搞不定，他造詩的！應該

很懂平仄的，他造新詩，舊詩不識，唐君毅死了，他就寫對輓聯，人家死人要寫對

〔輓聯〕送給人，平仄全部撞板的，博士來的！是有名的學校！美國有名的學校的博

士，原來他撞板！明報還將它登出來！明報將他的對登出來！我在瓊華飲茶，我都不

知道是他的，那班老人在那裡笑：嘿！那個還叫做文學院長，這樣搞法！如此這般，

拿來看看，我才看到那對〔輓聯〕，

聽眾：羅公記不記得那對對〔輓聯〕？

羅公：什麼？

聽眾：記不記得那對對〔輓聯〕？

羅公：那對〔輓聯〕我不記得，在明報，明報月刊登過出來。

其實有一對好的它又不登，登余光中的。世界就是這樣，是嗎？你如果有錢有臉

就很多人奉承你，你無錢、無臉就好東西也沒人理。所以我教你們這些後生仔最緊要

賺錢，什麼都假，是呀！這個世界什麼都是經濟掛帥的，鄧小平都要經濟掛帥，毛澤

東都要經濟掛帥，何況你們！不經濟掛帥怎得？霍韜晦那一對我就替他斬了幾個字，

如果他，他也是不懂平仄，霍韜晦也是不懂平仄的！我就替他對頭斬了兩個字，對尾

斬掉兩個字，將它拍一下平仄，霍韜晦那一對他做得好！不過我只是替他斬了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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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那對對〔輓聯〕不是我替他作的。花果凋零的中國文化，（唐君毅：《說中華

民族之花果飄零》）霍韜晦用回他的「花果凋零」，引一句佛經，「人天眼滅」，當

時佛死的時候，那些人說人天的眼都沒有了！智慧，他拿了來用，他抬唐君毅抬得太

緊要，唐君毅他是當不起「人天眼滅」的。這個對頭，對尾就《書經》的「皇極已

立」，即是人的標準，做人的標準，「皇極已立」，「君子釋然」，這個是荀子的，

八個字，四個字、四個字的對，非常之雄厚的嘛！它都不引，它引余光中的那個不通

的文章！你說那些報紙佬！老實講，中國的記者很多都是有些問題的。是嗎？

八個字一個對，要勢力很雄厚才行的，一下打下去。那些有二、三十個字一對

的。孫中山死，佛教的歐陽大師，歐陽竟無輓他，輓孫中山，嘩！那對對聯真是好

了！怎樣呢？這個口氣大到極了！你孫中山國父那麼巴閉（厲害）了，我與你並世而

生，同一個時代出世，但是「分河而飲」，你搞革命，我現在做佛學功夫，我做佛學

大師，我不會輸給你，「並世而生」，不過是「分河而飲」，口氣大到極是嗎？

凡是四個、八個字的對聯就可以前後對了，「並世而生，分河而飲」；「小盜移

國」，小的盜賊拿去了別人的國家，這是小的賊而已，「大盜移心」，要將別人的人

心，世界上的人心，要改變別人的人生，那些是大賊，意思即是什麼？孫中山你是小

賊來的而已！革命就拿了推翻清朝只是小賊而已！我歐陽竟無，我的著作等身弘揚這

個佛法，令世人的慧命不絕，我這些才是大賊！你是偷別人的國家，我是偷別人的

心。這是莊子的，「小盜移人之國，大盜移人之心」，多雄厚！歐陽竟無輓孫中山，

這些輓聯就真是好了！現在的輓聯，很少見到好的輓聯的。

聽眾：有些五個字的那些呢？五個字。

羅公：你幾多個字都可以的，很多個字都可以的，可以很多個字的。

靠六種力的，六種力的第一種是聽聞力，第二種思維力，第三種憶念力，記憶

力，第四種就正知力，那個「知」字這裡是名詞就讀智，正智力，五、精進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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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精進即是勤，六，串習力，這個「串」字讀慣的，串習，串習力，他現在逐種解

釋給你聽。

「由聽聞力成內住心，謂唯隨順從他所聞，於所緣境住心教授，」這一句

「謂，」「謂」什麼？「隨順」，這個「隨順」是 verb，這個是動詞來的，「隨

順」些什麼？「隨順」那些教授，這個「教授」是指那些經論。怎樣的「教授」？是

「從他所聞（的）教授」，譬如你在那些法師處聽到的，或者你自己讀書讀到的，或

者在我們這裡聽到的，「所聞」的，「於所緣」這樣你所聽聞的什麼「教授」呢？

「於所緣境住心教授，」教你在那些所緣境安住你的心那種教授，即是依據這

些。「最初令心安住內境，」最初的時候依著那些經教教你，你就最初學修定了，令

你的心「安住」了。這個「安住」就是英文的 stay，stay，stay，停在那個「內

境」，自己內心的境，定的境，「內境」就是定的境，「非自數數」，「非自數思數

修習故。」並不是你完全靠自己，「數思數修」，屢次自己猛想，自己就亂去修，不

是的！要依經教。這個識解了？

第一個，這樣就要「聽聞力」，第一個。由這個「聽聞力」然後產生內住了。所

謂「內住」者，是要依住經教來教你，譬如宗喀巴教你，你依著他的說話去修就是

「內住」了。所以上面我擔心你們不知何謂「內住」，我在下面頂那裡，「必依經

教」，一定要依經教。「經」就是那些經論，「教」那些教訓，聖人的教訓。不可唯

以自思，以為你自己想就可以了，你一味靠自己想，漸漸地你會變成狂禪的。

一到狂禪你就無法可依了，這樣就內住，「成內住」即是要靠聽聞力。二、「由

思惟力成續住心，」即是第二住了，連續住在這裏，這個連續住就要怎樣？要靠你的

意志令你集中，「思惟力」，「謂於所緣先所住心，由數思惟將護修習，初得少分相

續住故。」即是說，靠這個思維力，意志力，對於你所學到的、所攀緣的，所認識到

的，心所想的，所觀的，先前內住的時候所觀的心，「由數思惟」，「數」即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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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屢次，屢次屢次集中的力量，「將護」即是保護住，不要令心散去，用你的意志

力集中，這樣，你這個時候就「初得少分相續住」。你的心初初得到稍為連續不散

了，這個就是「續住」了，即是由……由「續住」，《瑜伽師地論》就叫做「等住」

的，這個法尊法師就譯做「續住」，沒有那麼好的，「等住」好些。這樣就由思維力

就造成這個「續住」。

三、「由憶念力成辦安住、近住二心，謂從所緣向外散時，」就要憶念，即是靠

憶念，「憶先所緣於內攝錄，」憶念回前一個剎那的所緣的、安住的時候所安的那個

image，那個所緣的境，就「於內攝錄」，「攝錄」即是收住那個心，放回下來，它

一走就將它再收回來，這個不就是安住？是嗎？即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安住要靠什麼

力？憶念力。所以現在那些人念佛法門就這樣來了，念住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樣

就是靠那個念了。這個念不是口唸那樣解，是心思念著那樣解的。這個念就是一個

memory，憶、回憶。「又從最初生憶念力，從所緣境不令散故。」這個就近住了，

因為由開首你就整日用憶念力，生起一個憶念力，用那個憶念力整日將那個心拉住，

不給它向外散，這個就即是近住了。

一散就馬上將拉它轉頭，很近的，一散，它不是絕對不散的，散，一散即刻再拉

回頭，很近，即是我現在正是安住的時候，忽然間我一想起，今日的股票市場不知怎

樣？一想，一想的時候即刻發覺，拉轉回頭，不要想，不要想，想回阿彌陀佛，很

近，那個時間距離很近，即刻把它拉回來，就是近住了。這樣要靠憶念力。第四、第

四種力，「正知力」了，了了然知道的，不是好像睡著覺那樣的，現在有些人入定什

麼都不想，好像睡著了覺那樣的，這樣你還不如吃安眠藥？是嗎？

要很清楚、很清醒的。憶念力，是「正知力」，正確了解的力。「由正知力」就

「成辦」什麼？兩個心，「調伏」與「寂靜」這兩個心，「調伏」即是那些五蓋貪、

瞋、痴起的時候，馬上壓低它，「寂靜」者，就是什麼？不是！「調伏」者，即是思

念一下定的益處與不定的過失，「寂靜」者，那些煩惱一起就即刻壓低它，「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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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這個要靠什麼，要靠正知力。

知道它不對的，知道煩惱起時會弊的，「謂由正知了知諸相」，「了知諸相」，

「諸相」是指什麼？色、聲、香、味、觸，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

觸，這十相叫做「諸相」。「了知諸相」；知道這四相，一想起來這十種東西就弊

了！即刻就壓下它，這樣就叫做「調伏」。是要靠什麼？都要靠「正知力」了。跟

著，「諸惡尋思，及隨煩惱流散過患，令於彼等不流散故。」又由「正知力」，我們

知道，現在起一種惡思想了，「惡尋思」了，譬如什麼？坐著坐著你忽然想起賭錢，

贏錢，忽然間就想起買馬，忽然間就想起女人，忽然間又想起古靈精怪的東西。這些

就叫做「惡尋思」了。

由這個正知力就了解到「惡尋思」，知道它起了，有那些隨煩惱了，「隨煩惱」

即是什麼？惛沉、掉舉，就是隨煩惱了，我有沒有講過？有二十個隨煩惱，根本煩惱

就有六個，記不記得？根本煩惱：「貪、嗔、癡、慢、疑、惡見」，這六個，根本煩

惱就最厲害的，其餘是次一級的煩惱，要有根本煩惱先起，它才跟著起的，二十個，

哪二十個？有沒有講過，不是已經講過了？「忿、恨、覆、惱、嫉、慳、誑、諂、

害、憍、無慚、無愧、掉舉、惛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二

十個，讀熟它。

有機會你可以教人，教人識就功德最大，是嗎？

又不傷脾胃，你如果拿錢給他，你就要拿了你的家用出了，那就傷害到你丈夫的

錢包了。會傷害你的兒女使用了，你一味拿了家裡的錢出去，你教人是「惠而不

費」，（《論語．堯曰》）「惠」，施捨給人，但你不費錢財的，最多出兩口氣而

已！是嗎？出口氣有什麼所謂？是嗎？一個人對人要怎樣？最好就這些，「惠而不

費」，「惠」是很盛惠地施捨給人，不用傷害你的經濟的，你教識人功德又大，續佛

慧命，「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你可以使用人，又要使人不怨你，這才是高

手。是嗎？

8



使用別人而他「不怨」的，是嗎？很容易，譬如我想用你陳芷君做事，我就說：

陳芷君你這個人真是慷慨，真是能為人了！我真是想做什麼事，可惜你又沒空，不然

我真是請你替我做了。你一定會說：不客氣呀！「勞而不怨」嘛！「惠而不費，勞而

不怨」。做人一定要這樣，中國人所謂 gentleman，做人那些君子，君子對人，

「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

我們要有什麼？要有希望，不要說沒有希望了，我無希望！這樣無用的，要有希

望，但我們不是要貪，不是想佔，不是一定要佔有，「欲而不貪」。學一下，你們後

生仔、後生女要學的，「泰而不驕」，「泰」即是心很和平，很安樂那樣，那個羊坐

在那裏，很和平，很安樂那樣。「泰而」，「泰」，人家就以為是「驕」的，但「泰

而不驕」。「驕」者，驕傲，看不起人，「泰」就泰了，但是不驕，「泰而不驕」。

這些要學的，還有一個，這五種東西，「威而不猛」，有「威」，但是又不要

「威」到好像什麼？「威」到嚇死人那樣，「威而不猛」，威就有威，有威可畏，但

又不要刺激別人，令別人難受的，「威而不猛」，如果想學識做人，中國人就得有餘

了。真真正正對你們後生〔來說〕，中國人就最緊要讀一本書，這本書比聖經還好，

《論語》，孔子的語錄《論語》，這本書真是好的！

你如果是出去做人，〔如果〕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你先平心靜氣不要想它，打

開本《論語》來讀，讀一輪之後，你就會發現一個如何處理〔的辦法〕。宋朝，宋太

祖的一個宰相，這個趙什麼？宋太祖的宰相趙什麼？不記得了，宋太祖、宋太宗都用

他做宰相的那個，宋太祖做皇帝完全靠他了，活動的叫做什麼？哈！我現在記憶力弊

了，好像記不起的。什麼？

聽眾：趙普（922－992）是嗎？

羅公：不是趙高！趙高那個衰仔有問題。

聽眾：趙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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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趙普！是！無錯，是趙普了！趙普，趙普嘛！

趙普整天讀《論語》，是嗎？那個宋太祖問他：你讀什麼書？他說，我讀《論

語》。整日都讀《論語》？是。他說我用半部《論語》來輔助陛下治天下，留回半部

我自己修養。那些人說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天下，他就是趙普了。到他死的時候，收拾

他那張床，枕頭旁邊什麼都沒有，枕頭旁邊只得一本《論語》。原來這樣的，朝廷很

多事搞不定，他就先放下，關上門不給人進，老婆子女也不行，他在那裡讀書，拿起

本《論語》來讀，平心靜氣地慢慢、慢慢讀那本《論語》，讀完那本《論語》之後，

那天晚上他就有辦法了。是如此這般做法，是有這樣的好處的。

做人，那本《論語》就好像一個水晶球那樣，把你的人生照透的，很多人都這樣

講，很多外國人都這樣講。是嗎？中國就有些這樣的好東西。美國有一個心理學家叫

做什麼？Thorndike（Thorndike，Edward Lee 1874～1949），不知叫做什麼？桑

蒂克？他說，孔子的那本《論語》能夠將我們做人的人生好似滲透了那樣，美國的那

個行為主義的心理學家 Thorndike，好過、好過，我說它的價值，如果講做人來說，

《論語》好過，如果你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你就不要嬲，我平心而論，對我們就比

那本《聖經》更有用，那本《聖經》我就覺得只能慰藉一下自己，《論語》是真真正

正指導我們如何做人的。就是這幾句，五種東西學到兩種已經很好了。它教你什麼？

「威而不猛」沒有用，當你做省長，或者作了大公司的總裁的時候，你就有威了，如

果你威得來猛，沒有人肯為你這間公司著想，無人肯跟你的，但你沒有威也不行的！

是嗎？別人會欺負你的！所以要威，但是不要猛。不要令人見到你好像見到老虎那樣

的，這樣就不行，要「威而不猛」。「惠而不費」就更加了！是嗎？譬如你做省長那

樣，為那些人民設想一下，為他們的福利做一下，你不用回祠堂拿錢出來的，那些人

民會納稅的，會納稅捐的，你做好一些就可以了，不可不學。

聽眾：我們也要學你，你禮拜四，兩個半小時。

羅公：學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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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你一味講，站幾個鐘頭！

聽眾：星期四呀！

聽眾：站幾個鐘頭！

聽眾：在文化中心講經，企（站）幾個鐘頭都沒有坐過。

羅公：文化中心？

聽眾：講經幾個鐘。

羅公：我在那裡講？

聽眾：星期四嘛！

羅公：星期四？你站幾個鐘頭？

聽眾：你呀！

聽眾：說你有種這樣的毅力！講幾個鐘頭都不累。

羅公：三個鐘頭。

聽眾：都不累。

聽眾：你真是好精神，站幾個鐘頭！沒有坐過。

羅公：我都是什麼？「惠而不費」而已！

聽眾：我們要學你呀！

羅公：「惠而不費」，別的我做不到，「惠而不費」我做得到。

聽眾：又站著，有要講幾個鐘頭。

羅公：「勞而不怨」都可以做一些，但有時會罵人，罵人不是等於怨，對於那些人該

罵的人不罵不行的。個個都不罵，這些叫做什麼？西南二伯父，那些叫做鄉

愿，看見別人的孩子拿那個祖宗的神主牌來扔了，嘿！不錯、不錯！這些叫做

西南二伯父嘛！

聽眾：你教人精（聰明）些而已！不是罵人！

羅公：什麼？

聽眾：你教人精（聰明）些而已！不是罵人！

羅公：不是！細路哥（兒童）有時罵一下不要緊，沒有人肯罵，你又不罵，有時是需

要罵的。佛也罵過人的，佛罵過提婆達多，傻人！那樣罵。

聽眾：佛都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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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孔夫子還打人！孔夫子呀！孔夫子七十幾歲還拿支拐杖去敲人！何解呢？有一

個大概是親人來的，死了父親，死了老母親，他就一點悲哀都沒有，坐在棺材

頭那裏，坐在他老母親棺材頭那裏。孔夫子就走去祭他老母親，我不記得老爸

還是老母親，見到他一點悲傷都沒有，坐在棺材頭側那裏。這樣孔子就指著他

來罵了，「幼而不孫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現在有些人說別

人「老而不」就是這樣。「幼而不孫悌」，你細路哥的時候又不信神；對那些

長輩你又不謙遜，「長而無述焉」，到你大的時候出來做事，沒有一點值得講

的，「老而不死」，現在你這樣老了，人沒什麼用了，就早死早著，你又不

死，「是為賊」，「賊」者，害也，你這種人害了這個社會！講完之後就以

「杖叩其脛」。他就拿支拐杖向他的腳瓜（小腿）敲下去。孔夫子呀！好了，

看這裏。第五、「由精進力成辦最極寂靜、」「最極寂靜」，「寂靜」著，即

是什麼？

煩惱將起未起就即刻預先把它壓下去，不給它起，就是「最極寂靜」，就要靠精

進力，同時「專注一趣，」心要專一不亂的，又要靠精進力的，「雖生微細諸惡尋思

及隨煩惱，亦起功用斷滅不忍。」「不忍」，即是不就，不給它起，「不忍」。以上

即是什麼？「最極寂靜」了。由一個精進力而得到「最極寂靜」。下面：「由此因

緣，其沉、掉等不能障礙妙三摩地，定相續生。」一定跟著生起「妙三摩地」，「妙

定」了。

「由此因緣」，由於你能夠「最極寂靜」的緣故，你就會得到什麼？專注一趣

了。「專注一趣」者，惛沉又不起，掉舉也不起，這樣，當你那時很緊張，用精進力

好似很緊張那樣，但太緊張，過了一下你就怎樣？能入定了。下面，六了：「由串習

力成等住心」，「等住」即是等持，正式入定了，「謂於前心極串習力」，「串習」

即是前面的八個心，習慣了這樣修，由這種慣習力總有一天你就能夠「等住」，等持

力。

就生起一種什麼？能夠「等住」，生起一種「無功用任運而轉三摩地」，不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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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任運」者，自然，自然而然那個定就轉動、起，「轉」即起也，生起，那種

定三摩地，這樣即是由那個，即是修得多，由串習力，你就可以得到等住，等持。行

不行？這個有誰修過？盧茵有沒有修？無？為何你不修？修一下，不怕！我擔保你，

不要整突，這裡講怎麼多，你照這樣修，一點問題都沒有。你有沒有修？

聽眾：懶呀！很懶。

羅公：你有沒有修？不修？你們都不修的？你修不修？修一下嘛！是呀！修一下。

聽眾：有時很難修的。

羅公：怎樣難修？

聽眾：有時坐不到下去。

羅公：什麼？

聽眾：有時即是本身的事多。

聽眾：事多心亂。

羅公：哦！你先念 108遍阿彌陀佛，或者先念一下彌勒佛，念完之後，然後再坐，

先洗淨那個心，是嗎？

或者你數呼吸，由一數到十，數一百幾十次，然後才修，初時修你不要修得久，

今日，我這個禮拜內每日修十分鐘，可以了，修十分鐘很容易，腳又不會麻痺，多五

分鐘我都不修，就修十分鐘，每日一次。一早起身，記住起身先大便，一早起身飲杯

水，最好飲杯凍水了，或者飲杯礦泉水，否則飲杯龍井茶、鐵觀音，我就飲鐵觀音，

飲完一杯之後就洗臉，令腸胃裏面好像通坑渠那樣，大便鬆了，你就坐了。大便後坐

就不容易起惛沉，身體很舒服的，你初時，你這兩個禮拜十天內，就是坐十分鐘，多

一分鐘都不修的，可以的！我腳不麻痺。不麻痺都不修！只是這麼多而已！做事要板

一些，機械化一些。好了，到第三個禮拜、第四個禮拜，我增加三分鐘，這即是什

麼？13分。都不麻痺，修 45分？不修！一定就是這麼多就算數。得閒的時候我就將

它來讀書。再過，這樣就四個星期了，第五、第六個星期你怎樣？25分鐘！不是，

十五分鐘！三個字，一路連續兩個星期都是十五分鐘，這樣你就很自然了。第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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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八個星期，20分鐘，你不要貪多。

這樣豈不是很慢？你肯這樣修一定命長的，你修至少長十年命，我都說，我時時

都講，打坐，你真真正正有方法打坐的人長命十年，如果你食長齋又肯衛生的又長命

十年，二十年，十拿九穩的，長命二十年。不一定要食齋的，你可以食雞蛋，是嗎？

吃一些那些瘦肉都無所謂，即是你吃以不殺生為主，不殺生、不害人，長十年命，看

相佬都說會增，會增壽的。打坐就增十年，再打太極拳，做瑜伽，再多十年，增加

30年，可以的，是嗎？增加 30年很不出奇，人人，算命佬，幾個名手又說我五十幾

歲一定死，我現在七十幾歲都未死！是嗎？不要緊的。剛才誰問我什麼？

聽眾：要這麼老幹什麼？

羅公：什麼？

聽眾：要這麼老幹什麼？要這麼老來幹什麼？

羅公：老？尤其是修行，你不用第二世重新學，是嗎？

我現在很不想死的，不斷在進步中，我修止觀修成功了才死，不比第二世才修

好？是嗎？老有用的，有時老人很有用，老人的悟性很強，老人，你有什麼大問題時

你叫他替你想，客觀地去想，他的頭腦會很清醒。少年人的好處是衝勁夠，但不夠冷

靜，老年人很冷靜，他自己就不行，別人的他能夠很客觀，他看得很清楚。

譬如有很多人問我，我怎樣？他問我問題，我會清楚地解答給他，但是我自己就

不行，因為何解？我是凡夫，有個「我見」、「我執」在這裡，為了自己就蒙蔽了，

但是你的問題與我無關的我就看得很清楚。可以的！你不可，老好呀！不死嘛！你說

老了，腰又痛，背又寒等等，你不見我腰痛？是嗎？我老婆整日呻，我什麼事都沒

有。是嗎？寒背？我的背幾時都是這樣，無事。現在我的記憶力沒有那麼好，但是你

們很多人都沒有我那麼能記，現在仍然勝過很多人！幾好！我吃得、睡得，不知幾舒

服，人家說要到極樂世界，我現在就在極樂世界！舒舒服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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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要擔心的。你說，我又沒有錢，我也不擔心銀行 （倒閉），是嗎？我不用冧

害怕的，我又沒有大把股票，又不擔心股票 （下跌），睡也睡得熟，是嗎？吃也吃冧

得好味道，還要怎樣？極樂世界也是差不多上下而已！是嗎？你以為去極樂世界就不

用學習嗎？一樣是要學的。不如我老些把那一截也學了。好啊！老是好的！不過最怕

老到自己的子孫都死了，老成這樣，後生的，太小的與你完全脫節，那時就真是很大

問題了，是嗎？

那時在老人院，你又不夠錢，沒有人替你推車去花園走走，那就真是問題了！所

以老要怎樣？要健康，老就要健康。你想老而健康，無他，打太極拳就行了，靜坐兼

打太極拳就一定長多二十年命！沒有問題的。老是很好的，你不知道而已！我現在都

不想死，我希望再二十年命，七十幾、八十幾、九十五都不錯！二十年我可以做很多

事，如果我早在五十幾歲死，唯識那套東西就香港到現在都沒有人講了！是我帶去

的。如果我前兩年死了，多倫多都沒有唯識這套東西，沒有，有誰能講？那些人都不

識講的！講什麼？你那些人想聽都沒得聽的。你現在講有什麼用？你怎知無用？或者

一兩個人聽到了，他將來一扎下去，譬如江漢林，沿著這條路線一路扎下去，就變成

一個唯識大師都說不定，誰能說得準？人是不可量的！是嗎？說不定的。能夠散播種

子，總要有一個人播種的！我做了，我做了很多事！我自己先寫了一隻聯，輓自己

的，但是對頭未做到，對〔聯〕尾，舊時的人先寫定輓自己的，寫定一隻輓自己的，

對聯尾寫了，對聯頭未能寫好。

聽眾：王聯章就替他執了那些東西。未對頭就想隊尾。

羅公：王聯章說：你不用！將來你死了，你那對聯我替你做。王聯章呀！我擔心你的

文學不知行不行！這是對聯尾了。胡適之有一句話，「但開風氣不為師。」本

來這是陸九淵、不是！陸游的，胡適之就提出白話文，又說什麼，我只是開風

氣而已，我不做人老師。於是胡適之就有一首詩，有一句「但開風氣不為

師。」我就不是了，「嶺外誰觀唯識」，嶺南，五嶺以外，無人能講唯識的，

我老羅講，「嶺外誰觀唯識」，只有我一個講，我說我老羅講的，「嶺外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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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下面：「既開風氣奉為師」，這個學唯識的風氣是我打開的！不止打

開風氣，我還做了很多人的老師！那些能出來講課的，多數是我的學生。葉文

意不就是我學生？劉萬然都是我的學生，王聯章呱呱叫的，還是我的學生，霍

韜晦這樣巴閉（聞名）又是我學生！是嗎？我有資格講這句話，王聯章說是這

樣：既開風氣奉為師。你如此誇口！我是這樣誇口的！你何不學一下我？是

嗎？你現在沒什麼用了！我現在在這裏，最低限度開了少少風氣，令到多倫多

的佛教徒都知道有種這樣的東西嘛！是嗎？如果不是我，他們知什麼？一碌木

頭似的！是嗎？這樣對聯頭相當難對的！

聽眾：仄仄平平？

羅公：很難的！自己沒有對好，死了之後如果由別人對，我擔心別人的漢文、中文不

知行不行？萬一好像余光中那樣撞聲的，平仄撞的，連撞聲幾個字那就無癮

（沒意思）了，是嗎？

聽眾：羅教授。

羅公：什麼？

聽眾：你這個是怎樣？那些平平仄仄？

羅公：平平仄，lan\、嶺、/lan、lan\，「嶺」就是仄囉！仄仄、仄仄平平，這個不

是詩，總之平仄都是差不多上下，「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就

這樣差不多上下就行了。王聯章說叫我寫對對聯給他，但是我的字就不行，但

是對聯我可以寫給你，你找人寫，你將來替我寫。我說：你就要找好紙給我才

行，我就沒有這麼靚的紙。劣紙我又不寫。字我也不好，筆就連大筆我都沒

有，我現在是寫墨水筆的。我寫了送給他了！我寫了幅對聯給他，未寫。

聽眾：作了未寫？

羅公：什麼？

聽眾：作了未寫？

羅公：作了，已經給了他，你找了紙來我就好寫了。

聽眾：雙運堂。

羅公：我的對聯頭是這樣：「雙運堂前桃李茂」，我這些紙沒有寫了，我的書房就叫

做「雙運堂」，那些人不識解，那些人見到我的「雙運堂」，我雕了一個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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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叫做「雙運堂」的，那些人問我，那些我看不起的人問，我就說：嘿！狗馬

亨通就是雙運囉！有些人問我什麼「雙運」？那些最低級的，我就答他狗馬亨

通；行運就行兩樣，買狗又贏，買馬又贏，雙運囉！好了！中級些的問我，我

就怎樣？添丁發財，添丁兼發財就是雙運，兩樣行運囉！如果那些公務員問我

就怎樣？我就答：升官發財，升官兼發財不就是兩樣？就雙運。我整天都望著

這些，所以叫雙運堂。你讀過《解深密經》就知了。

聽眾：止觀。

羅公：止觀雙運嘛！止觀雙修嘛！叫做「雙運」，雙運轉道，止觀雙運轉道。那些人

不識的，你對他講那麼多做什麼？你看他那個樣子都是買狗買馬的，就說狗馬

亨通就是雙運了。那些人說，羅生你好刻薄。對這些人不刻薄怎麼行？那些

人！我叫做雙運堂，你是我弟子、學生，所以就「雙運堂前桃李茂」，學生叫

做「桃李」，桃李滿門。雙運堂前的桃李很茂盛的，你很了不起的，「敏公院

落木樨香」你識解了，你跟著他去？

聽眾：沒有。

羅公：鍾兆亮就識解了。

「敏公院落木樨香」，你與他們去美國嘛！這個是你的師父來的，敏公，敏智法

師呀！「木犀香」就怎樣？從前有一個禪宗大德，他那個亭前有棵桂花，那些桂花，

那些丹桂叫做木樨花，那個人去問法，問那個覺性，那個大師就問他，汝聞木樨香味

否？你嗅不嗅到木樨的香？他說：我聞（嗅）到。這就是覺性了，禪宗的一段公案：

「汝（君）聞木樨香（味）否」？他們在參詩，找敏智法師替他們授戒，這樣就是敏

公的「院落木樨香」，你向他問法。就等於那個人問：你聞（嗅）不聞（嗅）到木樨

香味？「敏公院落木樨香」。因為那邊是「桃李」，我這邊就對回「木樨」，七個字

一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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