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也是有很多人希望我回香港講經的，我又要回香港講課。回到香港就又要講

兩、三個月才走回來，回到香港就有幾個地方要講，第一個地方是葉文意的同學會又

肯定扯住我要講，我一個禮拜走三、四處地方，很不得閒，那個百德新街那間叫做什

麼？

聽眾：法雨精舍。

羅公：法雨精舍早就號(約)定回來第一個先替我們講。這樣又一間了；法相學會又一

間，三輪，最低限度三處，說不定就搞四處，我不肯了，沒那麼笨了！我老

了，現在不能夠學葉文意，葉文意走得最多。我笑葉文意：你這些紅牌阿姑，

走五 ！一個禮拜呀！你做什麼呢？是嗎？做什麼！枱

聽眾：布施嘛！做什麼？

羅公：什麼？

聽眾：布施嘛！你教的。

羅公：布施都有個限度才行嘛！是嗎？難道要好像龍樹菩薩那樣，別人問你要你的

頭，你就將頭給他？

聽眾：她精力夠囉！

羅公：她精力夠，她越講越精神，葉文意呀！她以前那把聲音嚶嚶聲，葉文意那把聲

初時是不行的，現在你有聽她講課嗎？噹噹聲響的，她現在還學了、整了氣

功，她現在還會用氣功醫病，她入定，坐在那裡。

聽眾：他會過氣？

羅公：會！治療過好幾個人，氣功醫病。葉文意呀！我說，我勸她，你不要呀！講佛

就講佛，氣什麼功？這些是人家氣功師父講，何須你講？我不講的。

好了，看回我這裏，好了，下面那裏：「如是總謂，先應隨逐所聞教授，善令心

住。」下面總結了，「如是」，這樣，即是英文 thus，這樣，「總謂」，即總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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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即是說，一個學修定的人，先要怎樣？「隨逐」即是追隨，追隨著他所聽聞的那

些經論的教授，這個「教授」不是人，不是 professor那樣解的，當 teaching那樣

解。聽聞的教訓，「善令心住」，要很善巧地令你的心能夠住在定那裡，這個即是

「內住」了，先要學「內住」。你會問我：是不是學一個禮拜「內住」，下個禮拜就

學「續住」？不是，你初學就先學「內住」、「等住」，譬如你初初學十分鐘，你只

可以「內住」而已，「等住」也行，坐下之後，心不要亂，不要亂，就是「等住」。

初時最好你就先十分鐘、十五分鐘，先「內住」、「等住」，漸漸地就再增加了，安

住了，心是散的，增加了，漸漸地每次坐就先「內住」、「等住」，跟著就「續

住」，「續住」之後跟住就「安住」，你那個心自然就不會亂的，「安住」，「安

住」之後，漸漸地你就「近住」了，這樣就多一些時間了，時間又多些了，就不是好

像我讀完一年級我就升二年級，不理一年級了。

不是說我們現在就是初「內住」而已，過得幾個禮拜我砰一聲我就是「安住」

了，那不行的！即是要這樣下去，這樣「安住」、「近住」，我的心不亂，不用

「安」了，又怎樣？超過那個跳一級。漸漸地，你如果能夠做到第九住心，你很熟練

的人你都要半小時才做得到的。有九個階段，九個階段我算你跳過三個都還有六個階

段，每個階段都做五分鐘。所以你說那九個住心做完，幾老資格的都要差不多半小時

左右。我都要三十分鐘才搞的定，如果你們初修的，到了「安住」就沒有東西看了！

就要起身了！腳麻痺呀！是嗎？你呀、呀聲了！「安住」你就要起身了！不行的。再

漸漸地久一些就做到「近住」，再久一些就做到專注一趣已經很了不起了！叫做一心

不亂了！念佛的一心不亂即是這個「專注一趣」，不想別的東西，只是想著阿彌陀

佛，這樣就是專注一趣。要怎樣？專注一趣要用意志力，要用精進力，吃緊的。已經

熟了就怎樣？就「等持」了，到尾了，第九住了，不用吃力的，自然的不起念的。

你那些教你念佛的那些人，即是呂洞賓，呂洞賓教人念佛的一首詩：「念意不隨

流水去，念心常在(伴)白雲間。」這個真是最自然的。這個念佛的意，那個心意，你

雖然坐在水邊，不會跟著那些水流而去的，即是不亂，「念意不隨流水去」，念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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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伴)白雲間。你在那個山上念佛，滿山白雲，你的心時時都在白雲裏面，不會走出

了外面的世俗那裡的，常常都很自然的。

任運的，那些是最後的第九住心就是這樣了，即是很自然的，一到了第九住心，

你修到第九住心，你每每會、往往會不想出定的！每日到那個時候你就要入定了！請

你去別處吃東西你不去就不去了！寧願入定，覺得很爽的！你看，「內住」了。「次

如所住數數思惟，令略相續將護流轉。」這個「續住」了。其次，「如所住」，

「如」，即是依著你所住的境，你想著的境是什麼？譬如你想阿彌陀佛，住在那個阿

彌陀佛處，「所住」、「所住」的就是阿彌陀佛，如果你想著呼吸，呼吸就是你的

「所住」了。

於你所住的境，「數數」，「數數」即是屢次屢次，「思惟」，用你的意志力綁

著它不要散，「令略相續將護流轉。」令它、你的心略略能夠連續，不是說絕對連

續，略略，即是比較一些都可以不大走的。這樣你已經滿足了，你不要說這樣不行

的！我坐半個鐘頭心都飛了出去兩次，這樣你已經很了不起了！飛了兩次而已！最怕

全部飛了去！「略相續」，他很寬容，「略(略)相續」已經可以了。即是等如年青人

去會考，40分你就合格了，60分你就叫做 credit了，不用一百分的，實際上亦沒有

多少人超過 90分的，很少的，領略的。

「將護」，保護著它，「將護」即是整日保護著它，不要令它流散，不要給它流

出外面，「將護流轉。」這樣就「續住」了，「續住」成功了，「次若失念」，忽然

間忘記了你所緣的阿彌陀佛像，忘記了那個呼吸，「失念」，即是忘記了，「心散

亂」，而你的心都散亂，想了另外的東西，「速應攝錄」，快些將它拉回來，趕快將

它拉回來。「忘所緣境速應憶念。」

如果你忘記了你所緣的佛像與呼吸，你就趕快重新再「憶念」它。這樣就「安

住」了，是嗎？就是念力了。「安住」都做得到了，你就怎樣？「次更生起有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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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於所緣境初不念亂(令散)。」不會念亂了。「近住」了。是嗎？但是這時仍然很

緊張的。「若已成辦有力憶念，」你確是能夠回憶了，不會忘記了，可以了。「又當

生起猛利正知，」明明了了知道，煩惱一起就知道，現在要起了！即刻不給它起，惛

沉了，即刻、即刻馬上想一些光明的東西，不讓它惛沉，這樣知道什麼？知道什麼？

知道「觀沉、掉等」，「觀」即是知道，觀察到，惛沉、掉舉等，知道它起了，

「能從所緣散亂過失」你知道那些惛沉、掉舉能夠對你所緣的境，那個 image會散

亂的，一散亂就有過失，你了解，你了解，知道了，不要讓它繼續搞了，這樣就叫做

調伏了，很平易的，不會認為很了不起的，不是的。「次當起功用力，雖由微細失念

而散，亦能無間了知、斷截。」

再進一步即是寂靜了，當用功力，要加功了，「當 (起)功用力，」要加功了，

「功用力」即是有一些緊張力要做的，「雖由微細失念而散，」縱使偶然有少少的一

點散亂，你就知道，一散亂你即刻知道了，「亦能無間」，「無間」即是即刻，即刻

知道現在散亂了！即刻斬斷它的散亂，拉回來，這個就叫做寂靜了，再進一步就怎

樣？「既斷除已，令諸障品不能為障，定漸延長。」可以久一些了，「既(斷)除

已，」除了什麼？除了惛沉、掉舉，你再令什麼？「諸障品」，「障品」即是那「五

蓋」，「五蓋」：惛沉睡眠蓋、掉舉惡作蓋、疑蓋、貪欲蓋、瞋恚蓋，這五蓋就是

「諸障品」，「不能為障」，令到它不能夠起，「不能為障」。

這樣，你的修定，定的時間就漸漸能夠延長了，這個時候就是「最極寂靜」了。

再進一步就怎樣？「若生此心策勵修習，得修自在，」所謂「若生此心」，生起一個

這樣的心，這個心是什麼？勤力的心，「策勵」，鞭策你的心不要亂，這樣來修習，

令到它怎樣？用我們的精進力控制得住的！能「自在」控制得住，這是什麼？專注一

趣了，念佛所謂「一心不亂」亦不過如是而已。是嗎？再進一步時怎樣？能入定了，

「即能成辦第九住心，」「無諸功用」，即不用加功的，那時已經入了定，「勝三摩

地」了。你或者回去試一下，如果你是一個未結婚的人，又或者住的地方很靜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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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人搞你的，幾個禮拜你就會做到第九住心了，鍾先生你試一下。

聽眾：你講就容易！

羅公：什麼？

聽眾：做就難了！

羅公：沒有人會搞你嘛！

聽眾：心散亂的！念起呀！那些散心起。

羅公：不是！你就即刻想、念幾句佛就不散亂了，念南無觀自在菩薩，請你加持我入

定，令我的心不要散亂。有效的！漸漸地就沒有這麼散亂了，慢慢回來，磨針

成鐵(磨鐵成針)那樣，很快的。

聽眾：我坐了一年多了！

羅公：一年多？

聽眾：個個、每朝早坐半個鐘頭呀！都不行的！

羅公：是呀！你現在到就行了！現在宗喀巴加持你，你可以了。你記住，請觀自在菩

薩加持，可以的！他會加持你的，你真真正正肯修，最靈驗就是念觀自在菩

薩，他會加持你。

聽眾：羅教授，我想問一下，你初時坐雙盤還是坐單盤？

羅公：我坐雙盤。

聽眾：坐雙盤，你初時坐雙盤？

羅公：我現在坐單盤，我不坐雙盤，何解？我因為這裏關節，這裡左腳關節有些發

炎，如果雙盤坐太久，一會起身的時候我試過，起了身之後有一些赤痛，大概

老，人年紀老，那些什麼，所以我不敢，雙盤、單盤無緊要。

聽眾：我初開始，我坐得多過 20分鐘左右就麻痺得很厲害，因為如果麻痺的時候，

我就不能夠摒除雜念，如果麻痺的時候要怎樣？

羅公：起身。

聽眾：但是時間就變成不可以保持了？

羅公：慢慢來嘛！你會很長命的嘛！你明年好過今年！今年就二十分鐘，明年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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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都不累，你不要不斷地坐，明年、你今年 20分鐘，明年坐 40分鐘你都不

累。你要有恆，持之以恆，最緊要有恆心，矮仔上樓梯，慢慢爬，不要求急

效。

聽眾：是不是個個人都會麻痺的現象？

羅公：是呀！麻痺的，慢慢。

聽眾：總之要慢慢的？

羅公：我就要五十分鐘之後才麻痺的，四十五分鐘之前我絕不麻痺，四十五分鐘以後

……

聽眾：你一開始……

羅公：你不要雙盤，你可以單盤，一樣得。

聽眾：單盤難坐，腳長。

羅公：你記住，你那個臀部墊高三隻手指，有沒有？

聽眾：無呀！

羅公：三指，墊高三隻手指。誰說有路數(門路)訂什麼的？

聽眾：有一個韓國師傅說有的。

聽眾：黃錫光。

羅公：替我訂一個，

聽眾：黃錫光。

羅公：他有？托他替我訂一個。

聽眾：他自己整的！

羅公：他自己整？

聽眾：用木自己整，他有一個尺寸，有些斜的，他自己整了兩個，給他太太，一個他

自己坐，不知幾舒服！

羅公：自己造。

聽眾：自己造，他說不知幾舒服！

聽眾：整這張那麼大的。

聽眾：他說畫一個圖則，給我尺寸。

羅公：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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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他畫個木架的圖則，有尺寸，幾長、幾高的尺寸。

羅公：誰給你尺寸？

聽眾：有人給他的。

羅公：有人給他修止囉！

聽眾：他自己來整的！自己來整的！

羅公：哦！

聽眾：他來了！你問問黃錫光。

羅公：是不是你自己整抑或有一間店訂的？

聽眾：我自己買木來整的！

羅公：自己買木自己整？

聽眾：不是呀！很容易的。

羅公：慢慢先。

聽眾：不如你以後拿來示範一下，可以嗎？

羅公：如果你們想整就去一下他那裏看看他那張。

聽眾：是呀！是呀！走去參觀一下他的。

羅公：後面若高三指許，是嗎？一定要高一些才行，太斜不行，太斜會 sir(滑)下來

的！是嗎？不行的。三隻手指，如果闊的就四指手指。即是由你的腰骨到你的

膝頭那樣闊的就三隻手指，如果你想前凸一些後凸一些就要四隻手指了。那些

師傅，要有這張檯面那麼闊，窄過這個檯面兩英吋差不多上下就合適了。

好了，看這裏。這樣就等持，第九住心了。「是故未得第九(住)心前，修瑜伽師

須施功用，於三摩地安住其心。」這裏半句。得到結論了，那些未能夠達到第九住心

的那種瑜伽師，瑜伽師梵文叫做 yog c raā ā ，又叫做 yog c ryaā ā ，又叫做 yogi，三種

瑜珈師，不過 yogi的名就不是很好聽，yogi指那些弄法術的那些，yog c raā ā 就表

示那些修行的學者。那些修瑜伽的「師」就需要「施功用」的，即是要用意志力來緊

張控制的，這樣然後能夠「安住」定的，一不加功它就走，精神就散了。他一到第九

住心就不同了，「得九心已」，「已」即是之後，得到第九住心之後，「雖不特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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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功用，然心亦能任運入定。」那個「定」字那裡就是一個圈，當你得到第九住心的

時候，你不用加功的，那個心不散的，下面那幾個字不要的，劃了它，下面的那幾個

字，「有無分別、安樂、光明而」那幾個字不要的，劃了它。

下面：「雖得如是第九住心，若未得輕安，如下所說尚不立為得奢摩他，」這句

留意了：「何況能得毘缽舍那？」如果有人修定修到已經得到第九住心了，有很多人

以為得了第九住心他就修定成功了，其實非也！「若未得輕安」，「如下所說」就是

照下文所講的道理，「尚不立為得奢摩他，」都未曾有資格叫做得奢摩他，「何況能

得毘缽舍那？」還說修觀？止還未搞得定，一定要得到輕安，怎樣才得？下文它再講

給你聽。「然得此定，有無分別、安樂、光明而嚴飾者，(多)誤為，」這個「多」字

我加的，令你容易理解，「(多)誤為已生根本、後得共相合糅(的)無分別智……下當

廣說。」這個要認真留意了，「然得此定」，「然」即但是、可是，這個「然」即是

英文的 however，「然」，雖然是如此，如果你能夠得到第九住心的定，你就會有

什麼？

他告訴你，有一種「無分別」的，即是不需要我心想的，我的心好像沒有思考那

樣的，「無分別」的、好像一念不生那樣的，即是現在的那些，那些坐禪的人，我有

什麼境界，有什麼境界？我有一念不生的境界，其實是什麼？第九住心的那個無分別

的心，好像沒有思考的，無分別的，安樂的，很舒服的，就覺得怎樣？光明的，好像

見到有些光明那樣的，無分別的、安樂的、那種光明，好像有些嚴飾我們，「嚴飾」

即是裝飾，裝飾那個定境那樣的。

現在那些人，動不動就叫，那些盲摸摸修定的，就說是一種境界，其實他才蠢

材！「境」什麼？這就是第九住心的那種光明相！很多人，十個有九個是這樣，如果

有些真是好的，親戚或者好朋友去修定，開口又說得到什麼境界，閉口又有什麼境

界，你就考一下他，看看他是否有第九住心。如果沒有第九住心，你就告訴他：你不

要呀！不要得到一條紅線就以為得了大紅緞，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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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第九住心而已！那種光明相，有光明相的。光明相是怎樣的？比較這個，奶

油那樣的色，奶油，好像你把那些燈照落奶油那裏的色，包圍著你的整個奶油那樣的

顏色，第九住心就有這種東西的。他說：很多人就「誤為已生根本、後得……(那種)

無分別智」了。見道的時候，那個根本智是沒有相分的，沒有的！那個亦無分別，你

這個是不思考的無分別，它那個是無相分的無分別，那種根本智，後得智就是根本智

沉沒了之後所起的。原來我剛才見到那個真如，那個真如就是無所得的。

後得這兩種智，這兩種是「共相合糅」，「共相合糅」即是以為那兩種智合到一

起出現，以為這種無分別智，劃了這幾個字，點幾點(……)，令你們容易解，「已生

根本、後得」，「共相合糅」四個字不要，點幾點 (……)就容易解了。「根本」、

「後得」的無分別智，是嗎？很多人以為是這樣。「下當廣說」。下文我會詳細講給

你聽。今日……如果是我，這些東西是要燒的，要切了來扔的，如果那些大菩薩，無

著、龍樹那些你問他，他就罵你了。這些人是什麼？這些是禪宗的人講的。在哪裡看

到的？

聽眾：是呀！是講禪宗的那些東西的。

羅公：是？你不要看呀！你先看明白這些，〔免得〕將來你就一事無成。

學禪宗我現在講，我現在橫豎走了，我就不怕得罪人，隨這個學禪修，你就死

症！死症！好不了的。是呀！你不要以為「七佛偈」真是七個佛講的？中國人偽造

的！偽造的！你不知嗎？以後我給你那篇《六祖壇經》那篇東西，我寫的《六祖壇

經》那篇東西，那篇東西在那本什麼《現代佛教叢刊》，我有一篇，〈六祖壇經管

見〉，我在裡面提到，禪宗的人偽造的那些七佛偈，那些東西是偽造的，偽的，不止

我講，天台宗的法師講的。「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非；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

非。」(永嘉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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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給你聽：「惺惺」者，即是有正知的，不是好像睡覺那樣的，「寂寂」即是

不思考，如果你由「惺惺」，很有正知，很了解那樣的，又不思考的，「是」了，對

了，是的，又有正知，那個心不亂，「寂寂」，即是那個心不亂了；「惺惺寂寂」，

你做到第八住心左右就已經是「惺惺寂寂」了，但是「惺惺寂寂」要有正知的，正知

是善的，如果無記寂靜就非了，「無記」，怎樣叫做「無記」？

那個心什麼都不想，不只惡心不起，惡心不起就好了，連善心也不起的，那些就

叫做「無記」。禪宗人叫做「無記空」，無記空是怎樣來的？我會講禪宗的！你不要

以為你聽那些人才會講，老實講，我不屑講而已！當時是這樣，六祖拿了那個個砵

走，就去到大庾山，不是這個的大嶼山，不是香港的大嶼山，是五嶺的大庾嶺，南雄

珠璣巷那裡，那個大庾嶺，在那個大庾嶺就被那班人追他，想拿回那隻缽，追他的那

個和尚以前是做四品將軍的，叫做惠明，惠明和尚。

舊時唐朝四品就很大了，唐朝的省長只是三品而已，他四品就是等於廳長，做四

品將軍的，叫做惠明，他帶頭追六祖，這個是老粗來的，這個人整天打仗的，六祖就

放低那隻缽，是嗎？就躲在石頭後面，惠明來到，見到那隻缽就拿起那只缽，這些是

神話了，我就不信這些的，說他拿不起那隻缽。可能是他的心理作用，拿不起都說不

定，或者六祖真是有神力令他拿不起來又說不定，不是說它必定假，不過我遇上這些

神話色彩的我就不談的，即是一談神話色彩，你又信，遇上那些學科學的人，就問到

你口都啞了。說：你的這些是神話！既然是神話，你就不要講，我都費事對你講，這

樣說他拿不起來。於是他喊：行者！行者！叫做盧行者，即是慧能，請你出來！我為

法來，不為衣來！你看過《六祖壇經》了？我講《六祖壇經》可以入碟的！別人講不

到的！總之我講的你那些法師也講不到的！我告訴你！就但是我不講而已！如果你將

來講，我可以教你怎樣講《六祖壇經》的方法。現在那些人整日講《六祖壇經》，連

幾種比較都沒有的，你都還會，用幾種比較，那些人不會的。

這樣，六祖見到他這樣喊就行出來，行出來後，那個惠明就頂禮給他，就說：請

你開示我，我應該怎樣修行？於是六祖說：好！你定在這裏，他說：「不思善，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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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正爾(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有無看過這個？你善的東西不要

想，即是當你心平氣靜地坐下來，善的東西你不要想，惡的東西就更加不要想了！善

的你都不要想，惡的念也不要想。「正爾(與)麼時」，「正爾(與)麼時」譯做英文是

什麼？in that time，就在那個時候，「與麼」，「與麼」就是那個那樣解，就在那

個時候，即是在那個不思善、不思惡的時候，「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那時候。

好了，這句問題就在這裡了。我寫出來，你標點它，我不記得的，你們說，講啦！

聽眾：不思惡。

聽眾：「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

羅公：我不標點，讓你們標點，「正與麼時」是嗎？那個，是嗎？是不是那個？

聽眾：是。

聽眾：好像沒有「個」字？

羅公：沒有「個」，是嗎？

聽眾：沒有「個」字。

羅公：什麼？

聽眾：沒有「個」字。

羅公：《六祖壇經•行由品》，《六祖壇經•行由品》，

聽眾：〈行由品〉揭下去第一、第二頁就是了。

羅公：第二頁左右，第二、第三頁左右。有沒有？你班人都沒有找的！

聽眾：正在找！正在找！

羅公：正在找嗎？是「那個」嗎？

聽眾：你先當它有吧！

聽眾：你先當它有吧！一會再改。

羅公：那個。

聽眾：「正與 時」呀！麽

羅公：「正爾 時」囉？麽

聽眾：「與」、「與」呀！

羅公：嘿！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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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與」、給與的「與」呀！

羅公：「與」？「與」即是……

聽眾：「正爾 時那個……」。麽

羅公：即是那麼，「與 」即是那麼。麽

聽眾：「正爾 時那個……」。麽

羅公：「那個」嗎？「是……」。

聽眾：「明上座本來面目」。

羅公：「明上座」。「明上座」即是惠明。「上座」即是法師，即是惠明法師。「明

上座」的本來……

聽眾：漏了一個「座」字。

聽眾：漏了一個「座」字。

羅公：請你們標點。這個，你標點，你做執筆，你做出聲教他怎樣標點。

聽眾：「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question mark，「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我

讀是這樣讀。

羅公：是！這是一個讀法。

聽眾：我讀是這樣讀。

羅公：還有沒有第二個讀法？很多人不是這個讀法的。很多人不是這個讀法的，他是

這個讀法，你是不是這個讀法？

聽眾：我是「那個」是一句。

聽眾：「那個」是一句。

羅公：「那個」，這個文法上不合，沒有 subject，如果是「那個」就沒有

subject。

聽眾：「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羅公：「那個是」就是which is，是嗎？那個是就應該是這樣，符合文法。

聽眾：可以「那個是」一句。

羅公：「那個是」就是英文的which is。

聽眾：那一個是？那一個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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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一個解法。第二個讀法是怎樣？有沒有第二個讀法？

聽眾：我就以為下一句最好的。

羅公：不要 question marks，是嗎？很多是這樣，「正與麼時那個(便)是明上座(的)

本來面目」了。但兩個讀法完全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所以中國古代的文章因

為沒有標點，所以就搞出差很遠的〔解讀〕，是嗎？

聽眾：是。

羅公：如果你照無標點來看，你不要想善的東西，也不要想惡的東西，「正與麼時」

就在這個不思善、不思惡的時間，那個時候，「那個」，那個不思善、不思惡

的狀態就是你明法師的本來面目了。那一個就是你的本來面目了。就變成這樣

解了，是嗎？你是不是這樣解？

聽眾：是。

羅公：很多人這樣解，三分之二的人是這樣解的。但是有些人就學著他這樣解，怎樣

解？是這樣，「不思善」，你不要想善的東西，「不思惡」，你亦不要想惡的

東西，「正爾(與)麼時」，就在這個時候，就在這個「不思善、不思惡」的時

候，哪一個是你的本來面目？你又不善又不想惡了？那你的本來面目是什麼？

即是在那個時候，你去找出來你的本來面目。是嗎？兩個解法。你要哪一個解

法？

聽眾：我要後面的那個。

羅公：什麼？

聽眾：後面的那個。

羅公：後面的那個？

聽眾：後面的那個是可以叫他自己去找。

羅公：即是叫他自己去想，禪宗的人很多是叫你去想的，他不講給你聽的。這樣，於

是這個解法才應該的。

這個解法是什麼？是模仿達摩、達摩祖師，達摩祖師就整天對著石壁來入定，第

二祖慧可禪師走去問他，站在他的後面，他扭轉頭問他：你來幹什麼？我想來請法師

指導我一個安心的方法。他就說：好吧！你拿個心來，我替你安心。慧可想一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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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裏呢？我找個心，找不到，找來找去找不到那個心。這樣我就已經替你安了。是

嗎？由那個演變到這裏了。「正爾(與)麼時」，你又不想善，也不想惡，就在這個時

間，你找一找你本來面目在哪裏呢？就是這樣。不論怎樣解，兩個解都無不可，是

嗎？好了，不論怎樣解，這都實在不是一個教授的方法來的。於是那些人解了，「不

思善、不思惡」就是無記了！是嗎？當你善又不想，惡也不想的時候，那一個就是你

的本來面目了！於是那些人就這樣想了，於是那些人就這樣想，於是就給那些大德罵

了！你這樣講法，即是以為無記心就是你本來面目了？「本來面目」即是佛性了！這

樣佛性豈不是無記了？這個就是空性了？你這種空你就是死症了！

這些叫做「無記空」呀！是嗎？這些叫做「無記空」。說「不思善、不思惡」的

那種狀態就是本來面目了，即是說無記的時候就是本來面目了，全部錯了！是嗎？那

些大德就罵人：這些叫做「無記空」呀！這樣搞法你無得救了！「無記空」。但第二

個解就有活動了：你不要想善，惡你也不要想，就在不思惡、不思善的時候，你就去

找一下你的本來面目吧！他沒有說這種不思善、不思惡的狀態是本來面目，說那時候

叫你自己去找而已！是嗎？無過失嘛！是嗎？

我叫你找而已，我沒有說不思善、不思惡就是本來面目，我沒有說無記、那種無

記心就是本來面目，我是說你在無記心的那個時候叫你去找而已！找到的那個到底是

善、是惡是你的事，明不明白？所謂「無記」。這樣，有些人就以為無記心即是落了

「無記空」，「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非；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無記」，

「寂寂」，「寂」到無記的，「無記」即寂靜，就這樣解，就「非」了。明不明白？

無記「寂寂」就非了，那要怎樣？「寂寂惺惺」，一方面就「寂」、止，一方面

就要「惺惺」、觀，那個觀力，止觀雙運的，一方面就「寂寂」，煩惱不起，一方面

那個就智慧就照出去，正知現前，「是」了，對了！「寂寂惺惺是」了。然則一定要

「惺惺」才行的，只是「寂寂」就死症的！好了，如果你「惺惺」得來又亂想又怎

樣？是「惺惺」呀！但是想六環彩呢！是「惺惺」呀！想得很清楚的，是嗎？你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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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惺惺」？那種亂想的「惺惺」就「非」了。是嗎？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聽眾：整日都是講止觀那方面的，是嗎？

羅公：是囉！

聽眾：即是都是講止觀那方面的。

羅公：哪裡講止觀？

聽眾：這裏。

羅公：你師父講嗎？

聽眾：不是！這幾句是不是講止觀的那些情形？

羅公：止觀的境界。但是那些人就不講止觀的，叫做參禪，參到這樣。是嗎？不要那

麼多心，看那麼多東西，你不要如入寶山空罷手，明不明白？明明有個寶礦你

不知，就走去亂撞，不行的！

聽眾：羅公，那個「本來面目」有沒有正念在？

羅公：什麼？

聽眾：那個本來面目？

羅公：這個本來面目是真如佛性。

聽眾：是真如佛性，你那裏有個正念的，是嗎？

羅公：我這裡是講止觀的，它這裡是講佛偈嘛！怎同？怎同？如果你問我，我都不要

這種東西的，模稜兩可那樣的我不要！我這些一是一，二就二，我這些是這樣

的，

聽眾：不是路，是嗎？

聽眾：羅公呀！

羅公：這樣照第一種解錯，照第一種就死症了！是嗎？照第二種解還行，但二種解它

沒有負責啵！你去找囉！

聽眾：第二種解無解釋呀！

羅公：無解釋，他叫你去找嘛！你自己去參嘛！

聽眾：這樣即使沒有教你？

羅公：沒有教？但是教！那時教你，你去找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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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羅公！那時教好像給你一個 tips那樣的，教你「不思善、不思惡」，到證了

真如的時間，到了那個時間無分、這個無分別智了，這個就是你了。可不可以

這樣解？

羅公：是，給些貼士(tips)你，給你貼士，你不要講給人聽，這樣修呀！

聽眾：到見道的時候，「不思善、不思惡」，無分別智的時候，這個就是你的本來面

目了！

羅公：但是我們看是全對的，但你們看是沒有用的，是嗎？所以我說你們最好就割了

它，到了學到我差不多上下那麼多書，你就識解了，你會解給人聽了，不要這

麼多心呀！

聽眾：理解錯了給別人聽。

聽眾：學習有很多方面的，不是死板板的！我看過那些佛書，有時這樣解行，那樣解

也行，很活動的。

羅公：很活動是你要先到了「家」就非常之活動，但是你閣下到了沒有？還未得？未

得你就先一、二、三、四打下去，是這樣。如果你不經一、二、三、四去打，

一開首就像老師父那樣亂拋拳，左拋右拋，結果你就是四不像，就像姜太公騎

住那隻東西那樣。

聽眾：所以很多時候你不知自己就很容易走錯路，你自己這樣解又行，那樣解又行，

沒有人指點你就很容易走錯路。

羅公：一定錯！

聽眾：這樣又行，那樣又行。

羅公：你讀一下楊仁山那個，我講你可以不聽，你讀一下楊仁山，你看看《十宗略

說》，讀一下禪宗就行了！沒有人敢駁他的！那些法師都不敢駁他的。「顢頇

佛性，籠統真如，」籠籠統統。

聽眾：羅公！之前你說錢穆先生教人讀《論語》，是不是這本書？

羅公：是！他是主張讀《論語》的。他將《論語》譯成了白話文的。

聽眾：是不是這本書？

羅公：不是！他教《論語》是另外一篇文章，他這本已經深入了。

聽眾：還有一本淺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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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還有一本淺一些的？

羅公：錢穆的有一本，我知道有一本譯《論語新編》，將它來譯作白話的，我讀過他

那本。讀《論語》你這本書好！好東西！

講《論語》這本書很好，你如果是有志於學問的，《論語》不可不讀，佛學就只

有兩門你入，三條路你入，一條由小乘入，就要十年功夫；第二條由空宗入，大概十

人五錯路，由空宗入，空宗入講空的；講般若、講空的，十個中有五個左右錯路，如

果你空到好像禪宗呢，就不是我講的！永明禪師講的，十人九錯路了！由空宗入，第

三、由空宗入都要四五年的，如果你讀空，現在的人整日滿口講空，《大智度論》都

未讀過，《大智度論》未讀過，你有什麼資格講空？《大智度論》我去讀可以了！

得！一百卷，你去樓上拿本讀，你讀過《大智度論》，你不花兩年功夫，第二個或者

一年都可以，你江漢林讀就兩年都未搞定，一本書你已經搞不定了，現代講空，只是

《大智度論》都不夠了！七十年前就可以，現在就不可以了，現在要讀那本《現觀莊

嚴論》，《現觀莊嚴論》。即是 Conze，Edward Conze那本，那些分類，一段一

段的就是《現觀莊嚴論》的！現在還要加一本！這樣你就難了，又要三、四年，三年

至五年。唯識大概是四年左右，只是學唯識，你國文底好的就四年，國文底不好就無

得搞，無交易。

你跟我學唯識，你聽我話，這些書不要看它！省一些時間，這些你念熟它，三年

你就得到一些眉目，學問又好似好，清朝的曾國藩就是了，明朝的王陽明也是了，王

陽明是理學先生，得閒就打坐，得閒就好像參禪，他原來可以帶十幾萬兵去打平宸濠

的，封爵的嘛！那些人問他，你研究理學的，怎會帶兵？他說：嘿！何須學帶兵？萬

事萬物都有個道理的，做人有做人的道理，天有天的道理，地有地的道理，帶軍隊有

帶軍隊的道理，你明白一種道理就將它來類推，樣樣事都認為我們的心，我們的心認

為這個道理是對的，我們就依著去做，此心，用此心來把握此理，把握此理之後就去

做，理對的，這樣就會成功了。王陽明他是行的，他沒有學過帶兵的，但是他可以指

揮十幾二十萬軍隊打平那個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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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理學先生寫文章的，誰知他兩個在鄉下，洪秀全的軍隊來到了，他在鄉

下招那些鄉下佬辦團練，即是自衛隊，辦那些自衛隊來，漸漸地他頂得住，頂得住，

頂得住，朝庭見他頂得住，即刻起用他做巡撫，做總督，幾個省軍隊，上百萬軍隊在

他手上，他消滅了洪秀全。哪裡有〔學過〕？所以法國有一個軍事家說他這個人真是

天才了！他完全沒有學過這些，沒有在陸軍大學讀過書的，居然能夠帶整整百萬兵

的，這些不是天才怎可以？這些天才不知有多少！無他，什麼都是有個道理，如果你

不識這個道理就去問別人，我不識這個，你說怎麼辦？大家搞得定，沒有搞不定的。

第三是嗎？

聽眾：是。

羅公：上文講就九種「住心」，是嗎？

九個心住，入定，由起首盤腳坐，一路到一心不亂了，到這個境界，中間是九個

階段，就叫做「九個住心」。「住」就是 stay，stay，是不是 stay？staying，

「住」，心就是mind，把那個心停留在這裏的 stages，(有、有、有、有)有九個，

就叫做「九種住心」，這樣這九種住心裏面，那九個「住心」，那個定的狀況，那九

個住心越整越定，是嗎？那種定的情況有幾種不同呢？有四種不停同的情況，叫做

「作意」，這個「作意」本來就即是 attention那樣解，這裏將它來廣義的，即是

定，定的狀態，這個作意，本來「作意」就是注意那樣解的，現在將它來引伸，就當

靜的、定的情況那樣解。定的情況有幾多種呢？那個 stages就有九個，但是那種情

況，即是這個 condition就有四種不同的 condition，怎樣講呢？

「如《聲聞地》云：」好像《瑜伽師地論》裡面的那個〈聲聞地〉這樣說，它怎

樣說呢？「即於如是九種心住，當知復有四種作意：」何解？那九級的、心修定的進

展的九級裏面，我們應該知道有四種不同的情況的，四種不同的 conditions，第一

種是什麼？「力勵運轉(作意)，」要很吃力，「力」就是要吃力地，「勵」，策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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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策，策勵，要很吃力地鞭策然後我的心才起活動的，「運轉」即是活動，很吃力那

樣地鞭策我們的心，這樣那個心而起活動的，這樣就很緊張了，是嗎？

第二、「有間缺運轉(作意)，」不用吃力了，不需要太吃力，少少吃力，但是因

為你吃力少，所以就有間歇了，坐著坐著忽然間就起了惛沉，忽然間又掉舉，惛沉、

掉舉就將你的定力截斷了，就有間歇了。心的活動，定的活動就有間歇的，那種那樣

的作意。「有間歇(缺)運轉」。括弧裏面「作意」兩個字是我加在這裡的，令你們容

易解而已。

「三、無間缺運轉」，一路一氣呵成了，「無間缺」，中間不會突然間惛沉，忽

然間掉舉，沒有了，一直來了，「無間缺」了，那個定「無間缺」了。「無間缺運轉

(作意)」就很了不起了，但是還有一些問題，仍然是吃力，是嗎？第四，「無功用運

轉」，不用加功的，功力，「無功用」，不用加功的，自然的定力活動的，不是死

的，一路進展的那種作意，這個是最高的，九種住心中這個是最高的。我們看看，九

種作意，不要快，這裡快你就搞不定了，這些字，文字㪐㩿(艱澀)。

「於內住」，是嗎？「內住」緊張不緊張的？你答我。是嗎？緊張的，是嗎？弊

了！那個心惛沉了！弊了！那個心又亂了！好像你數那樣，數呼吸，數到

1、2、3、4、5、6、7、8、9、10那樣，數數到第七不見了，是嗎？又要從頭再

數，是嗎？一會數到第 10就整出個第 11了！數凸了。這樣，這個是什麼？「力

勵」了，要很吃力地勉勵它，「力勵運轉」的作意了。是嗎？第二種了，什麼

「住」？

聽眾：「續住」。

羅公：「續住」，《瑜伽師地論》叫做「等住」，法尊法師就自作多情，整了個「續

住」，無謂嘛！「等住」就「等住」囉！這個「等」字就是連續那樣解就算

了。又要改了，那些人好把自己、好表現自己。我就最憎這些，你法尊法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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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不如你文字寫好些就可以了！是嗎？文字就寫到如此㪐㩿(艱澀)，這些這

樣的小處改來做什麼？「續住」。要不要？要不要吃力？Pauline要不要？

聽眾：要。

羅公：這兩種都要的，「力勵運轉」，要吃力的，聽不聽得明白？回去試一試，試一

試。聽不聽得明白？好了，「續住」，續著續著，初時行，漸漸就不得了，

「續」得久就不行了，是嗎？心又走了去，又要將它拉回來了，這樣叫什麼？

這種就叫「安住」，重新「安住」，好像那件東西走出去又將它重新「安」回

來那樣，「安住」，需不需要？需不需要吃力？

聽眾：有限了。

羅公：少少，能夠「安住」就即是不用整日吃力了，間中少少就可以了。這樣，這個

是什麼？應該是第二個作意了，是嗎？要「安」的即是有間缺了！如果沒有間

缺何需要「安」呢？是嗎？所以，「有間缺運轉作意」，是嗎？人家那些很清

楚的，是嗎？現在有些人烏凜凜就自己走去修定，這些是天下之什麼？蠢！愚

不可及的這種人！「有間缺」。「安住」，初時就整一下又要「安」，整一下

就要「安」，你「安」得很麻煩的！你「安」得多就不用怎樣「安」了，本來

初時分分鐘都要「安」，現在漸漸地就三分鐘才「安」一次了，這樣已經很進

步了，這些叫做什麼？「近住」了，「安住」就「有間缺」，「近住」有沒有

「間缺」？有，近而已！是嗎？一樣是不行的，好一些而已，是嗎？「近

住」，漸漸地有些人就什麼都不要上了，不是的！「近住，」到了「近住」的

時候就要調節一下我們的心，看一看有沒有撞板呢？是嗎？例如頭有沒有整個

側呢？身有沒有整個斜了？那個心會不會好像矇查查 (不清楚)那樣？警惕一

下，即是整理一下，檢討一下，那是什麼？

聽眾：調伏，調順。

羅公：叫做「調伏」，是嗎？有沒有「間缺」？仍然有「間缺」，如果完全無「間

缺」就何需要調呢？是嗎？所以仍然是有間歇。又進步一些了，是嗎？很久才

起一下惛沉、掉舉，整整五分鐘才起一次，一起即刻就壓下它了，這樣就叫做

什麼？有沒有？

聽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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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要壓伏就即是有了，是嗎？再進步了，都不用等它起，將近想起已經覺了，

咦！煩惱起了，惛沉快來了！咦！掉舉就要到了！這樣就即刻先動手壓伏它！

好像打架那些人，未出拳拳已經壓下你了。不用等它出，這個要等你出然後才

打你，那個不用的，知道你，一望你知道你想出拳打，他即刻就先壓低你了，

這叫做什麼？「最極寂靜」了。有沒有間歇？

聽眾：有。

羅公：什麼？有沒有？

聽眾：有。

羅公：仍然有少少。都要壓伏，是嗎？「最極寂靜」了。有間歇的，不過雖有間歇，

你都有什麼？有高低之分，有間歇的作意。下面怎樣？

聽眾：「專注」。

羅公：這樣「專注」了，不走了！是嗎？「專注」者，即是無間歇，「一趣」了，即

是一路落去的，不會有惛沉起的，就無間歇了，是嗎？這樣，這個是「無間歇

(缺)」了，你行不行？有沒有試過？可以嗎？不行？你呢？行不行？有時會可

以的。

聽眾：我自己不知的。

羅公：什麼？

聽眾：我自己不知的。

羅公：不知道就弊了！知道的，要知道的！

聽眾：不知的。

羅公：不知道的，那與睡覺有何分別？

聽眾：即是它一散又捉它回來。

羅公：是，要怎樣？要記住「正知正念」，現在怎樣我知，「正念」，一路念前一念

是怎樣？前一個剎那是這樣我們連續記得的。「專注一趣」，「無間缺運轉作

意」。第九個就叫做什麼？

聽眾：「等持」。

羅公：它叫做「等持」，平等持心了，很平衡了，叫做什麼？

聽眾：「無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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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無功用」了，「無功用(的)運轉作意。」了不起了，行不行？間中會可以

的，如果這裡都未做得到，就未叫做入到定，現在的人戇的，動不動就說我入

到定了。你入鬼定？「有間缺」就怎能叫做入定？是嗎？你能夠最低限度要做

到「無間缺」，「無間缺」還會怎樣？有少少緊張的，「專注一趣」要有功力

才行，無功力就不行的，「無功用」，「功用」即是功力，不用加功力，它自

然就這樣的，那些就叫做什麼？「等持」了。四種作意，是嗎？所以你不用找

師父，我講給你聽，這個就是師傅來了。你找……有這麼好的師父都不去學？

這個師傅是什麼？無著、宗喀巴。宗喀巴那些這樣大氣魄的、修行這麼好的時

候，一隻腳趾，搣一隻腳趾甲你已經寶貴到極了！何須去找？我又聽你教，這

不是我講的，這是宗喀巴講的！我不過是做師爺，翻譯，香港那些差館的傳

話，法院裏面，你不識講英文的，你就找個傳話，我現在找個傳話給你，不是

我的，我的就要不得了。

聽眾：坐在哪一個境界都好，哪一個階段都好，坐到什麼時候才停呢？即是起身，開

始休息？

羅公：你先講怎樣坐法？

聽眾：即是我這個階段，「安住」又好，「內住」也好，我由現在開始坐，半個鐘頭

後我起身，或者一個鐘頭後起身那樣，由什麼決定我什麼時候就應該起身？

羅公：不想坐的時候你就起身，當你想起身的時候你就起身。

聽眾：想起身？

羅公：是！這是最真的說話，如果你想起身，你還硬要坐，你就無益處。當你不耐煩

的時候你就要起身？你明不明白？

聽眾：明白。

羅公：是，記住，就是這麼簡單的！你說：就是這麼簡單？凡是真理的東西都很簡單

的，要整到複雜，那些就是古靈精怪的而已！

聽眾：會不會你坐的時候你已經不耐煩，而你還繼續坐下去，即是……

羅公：那就衰了！那不好了！那就有兩種，五五波，有一種真是可以降伏的，不耐煩

都繼續坐，有些就搞定了，但有五成的人吐血都有的！

聽眾：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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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所以即是兩次，他都是這樣。不耐煩就要起身，多次嘛！到你的心不會不

耐煩，又再坐，是嗎？

聽眾：正確的，是嗎？這樣好嗎？

羅公：這樣沒有撞板嘛！

聽眾：不要勉強。

羅公：是。勉強一定撞板的。

第一是鼓那道氣，引導，引導有兩種，是嗎？一種就帶它走，第二種就鼓它走，

鼓它走就撞板多過食飯，如何去鼓？怎樣叫做引？引者，用你的意識帶它，我現在

走，走了、走了，帶，譬如現在這樣，我現在這裡暖暖的，我現在就帶它落來，落我

的鼻尖，落、落、落，好像帶球那樣，它不落，再落、再落、再落，整到這裏它又不

落了，你就說落、落、落，這樣一路叫它落，漸漸地它就全部落下來了，即是帶它

的。鼓它是怎樣的？這道氣來了，在這裡，一個呼吸，呼吸完了，滿了，閉息，呼

吸，呼吸不是有一道氣那樣嗎？趕它，逼它下來，這是什麼？你們有子女的女人，女

人生孩子，你們看電視裡面，那些什麼護士？那些產婦，產科醫生教女人生孩子，叫

她呼吸，呼吸到差不多上下就叫她不要呼吸，就鼓氣將那個蘇蝦仔走出來。又好像你

大便，便秘的時候硬是拉不出的時候，你一道呼吸，鼓住它，閉息，逼它出來。

這樣，這種就叫做「帶」的。所以道教徒都不外是火，他執著，叫它做火，那裏

是火？火就會燒東西的！如果是火還得了嗎？有文火、武火，文火就順其自然，它去

你不要阻止它去，它不去，你不要帶它。這是極端的文火，一定無撞板(無錯)的，武

火就鼓它，極端的鼓它就是怎樣？用閉息，印度的那些瑜伽術就是用閉息的，不過很

多撞板的，如果老人家閉息會爆血管的，會死的！

你不要以為他無疾而終，不是的，其實是有疾而終，爆血管，那些是極端的武

火。半文半武，文中稍為帶一下它，文中帶武，是嗎？只是帶而不鼓，這叫做武中帶

文，是嗎？四級了，是嗎？文火、文中帶武，就到什麼？武中帶文，然後才是完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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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是這樣。你整本《道藏》講來講去都是什麼？賣弄名詞而已！是嗎？你看，這裏

讀四種作意明白了嗎？

「作意」一明白，「內住」與「續住」(「等住」)，這兩住中，就「有力勵運轉

作意」。「於安住、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中，」即是這五種中，就有什麼？

「有有間缺運轉作意。於專注一趣中，有無間缺運轉作意。於等持中，有無功用運轉

作意。」這個是，他所引的這段文是《瑜伽師地論》的文，彌勒菩薩的文了。好了，

下面一讀就知道了：「此說初二心時，須勤策勵，故有力勵運轉作意。」初二心即是

第一、第二兩個「住心」，「次五心時，」即是那五個住心，就由什麼？因為仍然有

惛沉、掉舉起，是不是初住沒有惛沉、掉舉？初住就多得很，他都費事講了。第二住

仍有惛沉、掉舉，因為有惛沉起，有掉舉起，所以中間這個定就「有間缺」，這個作

意「中(間)有間缺(就)不能久修」了，「故有有間缺運轉作意。」

第八個「心住」，即是專注一趣了，就「惛沉、掉舉不能為障，」不起了，這樣

第九、記住！第八心住已經無惛沉掉舉起了，「能長時修，故有無間缺運轉作意」

了。「第九心住(時)既無間缺，又不恆常勤依功用，」不需要常常吃力功用，即是要

吃力去做，「故有無功用運轉作意。」識解了？你何須要問？譬如有個菩薩在這裏你

問一下他，何需要問？他已經全部講給你聽了！

你自己定的時候，我現在是什麼作意？你就知道了，這樣還不知？這麼蠢嗎！那

你就不要修了！是嗎？不要修就怎樣？念阿彌陀佛啦！是嗎？唸一下六字大明咒，留

第二世修，那些就要留第二世了，沒有辦法。念阿彌陀佛，好彩就一心不亂，去到極

樂世界才修，不好彩，突然間暈倒就死了，無記心死，不能去極樂世界的時候你就怎

樣？那就第二世囉！或者第二世再做齋姑，那時再學，那時再修啦！是嗎？假設一個

問答，你最好加一個括弧，加一個「問」字。

下面問，當外人問：「若爾」，「爾」即是如此，若果如此講法，「初二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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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有間缺運轉，」第一、第二心「內住」、「續住」都有間缺的，你又說只是有

「力勵」？他的答案是怎樣？都「有間缺」，而且還很緊要(厲害)，是嗎？下面那五

個心即是說仍然有，「有間缺」，初那個就常常有的，「有間缺」，「初二心時，」

還有第二個問題，「中五心時，亦有(須)力勵(運轉)，」中間五心有時都要策勵的，

那就這樣？

即不是常常有，是嗎？久不久要而已。所以他問：云何「初二心」的時候，「初

二不說有間缺運轉作意」呢？「於中五心(又)不說力勵運轉作意」？何解不講呢？他

就答，下面答：「初二心中，(心)入、不入定，後者極長，」他說在初兩個「心

住」，即是在「內住」、「等住」這兩個「心住」中，裏面修定的時候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入了定，入了定，一種是不入，入不到定，不外兩種，「後者極長」，入不到

的時間比入到的多，第一、第二的，即是你說，不要怪，我不行的，不行？不行才是

常態，你明白嗎？

心亂，不入，入不到定，心亂的時候才是常態，你不用埋怨自己，這是你的正常

的狀態是這樣的，誰叫你初修？如果你前年就修就不會了！是嗎？但你現在初修當然

就是這樣，一入這兩種、兩種 case，兩種狀態中，「後者極長」，即是不入，入不

到狀態是特別長的時間，「中間五心住定時長，」如果在中間的五個心住，即是「安

住」、「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中間這五個心「住定時

長」，入到定的時間比較長一些，入不到的時間又短些了，故，這裏留意了！

我寫多了，我打瞌睡寫多了一些字，過！跳過隔離那一行，「故於力勵運轉作

意，未說中間五心。」這裡講出例子，所以在初二兩個，「力勵運轉作意」，它特

別，中間五心都有，但是就不講。或者這樣，這個問答不要了！擦了它！擦了它乾手

淨腳就好了！無多事，是嗎？擦了它！一問一答擦了它，「若爾」以後那幾行！擦了

它！不是更了利？是嗎？有時要這樣才行的。不是很好的，擦了它不要！夠膽！它阻

住、麻煩嘛！不要它！如果我下一次再寫講義我就……剛剛寫到那裡打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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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若爾」都不要？

羅公：不要了！

聽眾：擦了五行。

羅公：這個「若爾」起就是問來的，一問一答就不要，這個問答無謂的。

四種作意，即是四種定的情況清楚了！是嗎？「由修成辦奢摩他量。」就「分

三」：下面講到。由於你修定的緣故，你就「修成辦」，「成辦」即是修得到了，修

得到的止的分量，是有分量可計的，現在講那個分量了，你修奢摩他修出了一個分量

了。分三點來講：「(第)一、顯示奢摩他成與未成之界限；「顯示」即是告訴你知

道，你修「奢摩他」，怎樣叫做修成？怎樣叫做未成？成與未成中間有條界線的，叫

做界限。他這些的好處是斬釘截鐵的，到這裡就是這樣，未到，我就講給你聽是這

樣，沒有拖泥帶水，學佛也是，沒有拖泥帶水，尤其是你學唯識宗與學空宗，沒有拖

泥帶水。是華嚴宗那些，禪宗與天台宗就有拖泥帶水。小乘都沒有拖泥帶水的，《俱

舍論》是斬釘截鐵的！

如果有人問你，真真正正想你教他學，你拿這套就可以教他，但你要他真正怎

樣？你要他，我告訴你，你要他真是要怎樣？認你做老師，他是你的弟子，你才可以

教他。你隨便教沒有好處，對他沒有好處，他 ！還不容易嗎！他講這句話可以令他唓

一百幾十世不能夠修定成功。他不是毀謗你，他毀謗宗喀巴。宗喀巴是引彌勒佛的，

他是毀謗彌勒佛，即是你釋迦牟尼講《阿彌陀經》是導人迷信的而已！你講這幾句

話，你可能一百幾十世你不會再念佛，你死了後，你不會再投生有機會念佛的。是

嗎？

所以他真真正正、甚至到幾乎向你叩頭那樣做你弟子，你然後才好教他，如果不

是，你看吧！如果他〔問〕，〔你就說：〕你英文好還是中文好？如果他說英文比中

文好。那就買英文那本來看吧。你以為看得通嗎？你什麼〔文〕好也未必看得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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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它有很多名詞你不知道的！是嗎？這樣就讓他自己去碰一下，是嗎？不要教。尤

其是錄音帶，不要借給人，我下一次講，我、我講就不准人錄音了，他不聽是他的

事，誰叫你不聽？你不得閒？誰叫你不得閒？你不得閒是你不夠福而已！夠福你就得

閒嘛！是嗎？我將來會不准人錄音，我現在給，那有這麼便宜的？我還教你們，他不

是真真正正〔想學〕的，你不要教，讓他自己看。這樣不夠慈悲？這樣才是慈悲！明

不明白？

你記住！四個字，不是說我可憐你，這些叫做什麼？婦人之仁！我們要如何……

這些是婦人之仁！那些無知婦人的人，他很可憐，我給兩個錢他。你給他錢做什麼？

譬如你見到一個人食白麵(毒品)，口水流流，無得吃，這麼可憐，給他兩個錢去食。

你死了！整壞這個社會，由的他流口水，流死了就少了一個人食飯！是嗎？大仁慈不

是這樣的！這些是聖人的講的說話。如果你讀過《道德經》，「大勇不忮」、「大仁

不仁」嘛！《道德經》。(《齊物論》所謂「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

廉不嗛，大勇不忮」)

聽眾：「忮」是哪個「忮」？

聽眾：哪個「忮」？她問你。「大勇不忮」。

羅公：「大勇不忮」，「忮」者，貪求也。

我要很勇猛的！我一定要發財！勇猛貪，「忮」，想發財，是嗎？「不忮」，不

講的，不講這些的。「(第)二、顯示依奢摩他趣總道軌；」他現在「顯示」即是教

你，教你，你修「奢摩他」的時候，如何趣向，「總道」即是什麼？見性之路，那條

路軌。「第三、顯示別趣世間道軌。」這樣除了見性之外我還有其它用的，「別

趣」，除了見性那條路之外，還有第二條路兼得的，例如什麼？我修初禪修得好，我

臨死的時候可以入定，入定就生初禪天，我入了第二禪，臨死的時候我的心很定，然

後才死，那就生第二禪天，這是世間道了，生天，或者在人間轉生等等，那是世間

道，「總道軌」就是見性的，明心見性的那條正路，分三點來講，「初又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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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先講第一點，「奢摩他」成與未成的界線是怎樣？又分兩點，「(第)一、顯

示正義」，把修「奢摩他」怎樣叫做成、怎樣叫做未成？他就把那個「正義」講給你

聽，這是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聲聞地》的「正義」。「二、有作意相及斷

疑。」又講，怎樣叫做「有作意」？即是這個「作意」就是定那樣解。有定了，這個

人叫做有定了，不是說我現在坐在這裏一個鐘頭，都好像什麼都聽不到了！打雷那樣

我都聽不到，這樣就叫做「有作意相」，叫做有定，不是！「有作意相」的相的相狀

的情況，「相」的情況，入到，真正入到定的情況是怎樣的？還有一些人有疑問的，

他斷你的「疑」。

現在就「初」了：就「顯示正義」，這一段就很緊要，這個說明給你聽好核心

「正義」，這樣就休息一下，你們精神一些來聽這個。「正義」了，不是說我現在一

心不亂了，我叫做入了奢摩他了！不是的，一心不亂即是告訴你，第九住心都未叫做

得奢摩他，得了第九住心之後再得輕安，就叫做「奢摩他」了。「善了知如前所說修

定之軌而正修習，則九住心如次得生。」一句。如果一個人，「善」即是很善巧，好

好地，能夠好好地去了解，了解什麼？「如前所說修定之軌」，好像前面講給你聽

的，那種修定的軌道，那種方法，依住這種方法「而正修習」，而正正式式去修，

「則九住心如次得生」了。這樣，那九個住心就會依次得生。

首先就第一住，漸漸地就一住、兩住，漸漸地就一住、兩住、三住，「依(如)次

得生」。依住就七個心，九個「住心」你都會修得到的，「(第)九心時，能盡遠離微

細沉、掉，長時修習。此又不待策勵功用相續依止正念、正知，而三摩地能任運轉，

是否已得奢摩他耶？」這麼長的一句。問題：如果有一個人，修到第九住心了，第九

心住了，第九心的時候，他那個時候應該是怎樣？「能盡遠離微細沉、掉」，很微細

的惛沉他都沒有了，遠離了，很微細的掉舉都沒有了，都已經遠離了，「遠離」，即

是離開了，不會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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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能夠「長時修習」了，整個鐘頭，一個鐘頭、兩個鐘頭，時間可以修得很

長，而且可以天天去修，如果你不是天天修，那個輕安很難起的，很難到第九住心

的。「此又不待策勵功用」，又當你到了第九住心的時候，是很自然了，不用「策

勵」，不用加功了，不用「策勵」，不用加功都「相續依止」，「依止」即是依據，

「相續」即是連續地，連續地依據什麼？正念，念念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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