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三摩地能任運轉，」你的正念、正知不斷連續落去，「三摩地」即是定，這

種定的狀態能夠「任運」，「任運」即是自然，很自然、很自然地進展，「轉」，

「轉」即是進展，任運而轉，「任運轉」即是自自然然地轉動，這個「轉」字即是

develop，英文的 develop，任運是 naturally，如果一個人能夠做到這樣，「是否

已得奢摩他耶？」這個人是叫做已經修得到止未有呢？我預先講給你們聽，未得。這

樣豈不是眉頭皺？這樣還說未得？是嗎？很快就可以了。「茲當解釋」，這裏應該要

解釋給你知，「得此定者，有得、未得輕安二類。」

當你得到「此定」，「此定」即是第九住心了，當你得到第九住心之後，有兩種

不同的情況，一種是什麼？「有得 (輕安)」，同時又得了輕安，「(有)未得輕安二

類」人。「若未得輕安，是奢摩他隨順，」我特別括弧住它，未得到輕安，入到第九

住心而未得到輕安，就叫做什麼？

「奢摩他(的)隨順」，即是什麼？預備班，預備班後補，後備，那些就是「隨

順」，隨順，跟住就會得奢摩他了。「非真奢摩他」，就名叫做什麼？「奢摩他隨順

作意」，隨順「奢摩他」的定，「作意」即是定。這樣，這個是不是你宗喀巴自己講

的？抑或是佛講的？這句話是佛講的：「如《解深密經》云：」《解深密經》這樣

說。你們不知讀過這句沒有？「世尊，若諸菩薩緣心為境，內思惟心，乃至未得身心

輕安，於此中間所有作意，當名何等？」這句你們讀過沒有？

聽眾：未。

羅公：《解深密經》未讀到這一句，是嗎？

《解深密經》，《解深密經》裏面，彌勒菩薩問，慈氏菩薩就問佛，「若諸菩

薩」，如果那些修止觀的菩薩，「緣心為境」，當他修止的時候，「緣」者，就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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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想著、觀著，觀著那個心來到做他的對象，「境」，「境」即是對象，這樣「緣

心為境，內思惟心，」「內」即是在定中，在定中整天想著那個心，想著那個心，那

個心怎樣想？我告訴你，心有兩部分的，一部分叫做「相分」，有形有相的，一部份

叫做「見分」，無形無相的，明不明白？例如，我現在想著那個觀音菩薩的，整天想

著他，觀音菩薩不是有形有相的？這個就是你的心的相分了，你的意識的相分了。

「緣心」，想著觀音菩薩的樣子，那個觀音菩薩並非真是那個觀音菩薩，是你心裏面

的相分而已，是嗎？

你說我拿個木雕的觀音放在那裡，那又不算的！要以你自己的意識創造出來的觀

音菩薩，那個就是心了。緣這個心的相分為境，有些人就不緣的，不講那個相分的，

看回自己的心的見分，那個見分念念地一起一滅那樣，會在這裡思考的那個心，這個

活動的力，想著這裡，當你想著心的時候就好像沒有想那樣的，因為何解？

你心是無形無相的，不想外面的東西，那時普通就叫做「不念作意」了，這種、

修這種定就叫做「不念作意」，整天想著那個心的見分，「作意」者，修定，「不

念」，不想外面的東西，「不念」，不想、不想、不想，不想。其實說不想、不想，

他即是想回自己那個「不想、不想」的心，是嗎？就叫做「不念」了，無念、不念，

就是這樣了，「作意」即是定，即是無念的定而已！現在的人整天講無念，怎樣「無

念」？全部不想嗎？不是！是整天想前一個剎那的那個心的見分，那個心有見分，有

相分的嘛！

「緣心為境」，攀緣，觀著、想著，想著那個心，這個心者，或相分或見分任

你，你喜歡不想的那些有形的東西，你就想那個見分，如果喜歡那些有形的東西，佛

像或者什麼，那個是心的相分。「緣心為境」。「內思惟心」，「內」即是在定中裡

面，「思惟」就是想著，在定中想著你的心，你的心怎樣？見分或相分。

這樣一路想著它，由「內住」、「等住」、「安住」、「近住」，一路日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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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到你能夠達到第九住了，「內思惟心」，「乃至(仍然)未得身心輕安，」「乃至未

得」，即是一路至到「身心輕安」還未生起，這樣，「於此中間」，在這個階段，即

是由「內住」起，一路至到第九住心止，還未得輕安，這個中間的這種情景裏面，

「所有作意」，所有的定，都是定，都是作意，定中的作意，「當名何等？」應該叫

做什麼東西？是否叫做「奢摩他」呢？或者你說不是，不是奢摩他，不是奢摩他又是

什麼呢？

聽眾：隨順作意？

羅公：「當名何等」呢？

以上這個就是慈氏菩薩問釋迦牟尼佛。下面就是釋迦牟尼佛答他：「慈氏

(啊)」！叫一聲他，叫一聲他：「非奢摩他(作意)，是名隨順奢摩他勝解相應(的)作

意。」佛就斬釘截鐵地一句就說：不是！如何不是？「非奢摩他 (作意)」，這種作

意、這種定不是奢摩他，還未到，是什麼？「是名隨順奢摩他勝解」，它是什麼？它

有一種「勝解」，「勝解」什麼？什麼叫做「勝解」？清楚的印象， clear

impression，clear impression叫做「勝解」，對於一種東西很清楚的，毫無懷疑

的，這樣就叫做「勝解」了。

你返入去，解、這個「解」者，是很淺的，不是智慧，是指什麼？指一種了解，

「勝」者，即是一種很清楚的，「勝」者，即是 clear，這個「解」即是什麼？淺就

是 impression ， 深 一 些 就 是 conception ， clear  conception ， 或 者 clear

impression，「勝解」。他說當時所起的不過是「勝解」而已，這種「勝解」就是

什麼？好些，怎樣好些？「隨順奢摩他」的，跟住會產生、會變出「奢摩他」來的，

那種那樣的「勝解」。

那時你的心，三摩地的定就與那種隨順奢摩他的「勝解」，與它一齊起，它會相

應一齊起了。你的心與那種「勝解」一齊起了，「相應」，「相應」者，即是互相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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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怎樣互相呼應？例如東村那隻狗吠，西村那隻狗就應了，這樣就是相應了，是

嗎？「相應」。這種這樣的「隨順奢摩他(的)勝解」，與這種勝解相應的作意。識不

識解？你將它來 analyze就是這樣了，這種定不是叫做奢摩他。下面他都是問答的，

不過我加了括弧令你們容易看那樣解。

問：「若爾」，若過如此，「未生輕安以前，此三摩地何地攝耶？」這個問得很

有價值了，「若爾」，若過如此講法，「未生輕安以前」，如果一個人修定，修到第

九心住了，但是未得輕安，未得輕安之前，「此三摩地」，但他已經入了三摩地了，

已經等持了，已經是第九心住了，那又怎樣？「何地攝耶」？屬哪一「地」？三界分

作九地，我們所住的世界有三界，有三，依著次序，依著我們的精神狀態就分做三

界，第一界是「欲界」，是嗎？

最低的，有男女情慾，有貪、瞋，有那些物質的欲望的，那些叫做欲界；第二就

是「色界」，有物質，是嗎？但是很高尚的物質的境界的欲望，沒有男女的情慾了，

有色，「色」就是物質，仍然有物質，有物質的身體，有亭台樓閣等等，但是沒有男

女的情慾的，那樣就叫做「色界」。欲界無「色」嗎？欲界也有色，色界即是只是有

色而沒有欲那樣解，色界。再高些就連物質的境界都沒有的，只有精神的境界，整日

在定中的，色界都整天在定中，整日入定的。無色界就更加是整天入定了，這樣叫做

「無色界」，連物質都沒有的。

三種不同的世界。三界裏面就分作九地，欲界就一地，一地，色界分作四地，初

禪一地，二禪一地，第三禪一地，第四禪一地。初禪那一地的那個境界，他住在那裏

就叫做「初禪天」；第二禪那一地，如果修第二禪成功了，第二禪的眾生所住的境

界、世界就叫做「第二禪天」；修第三禪死了之後生的，那種境界是「第三禪天」，

如果修定修到最高的，那種境界叫做第四禪，「第四禪天」。

這樣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種境界，色界，「地」，那個「地」字即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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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 stages，階段，無色界又分作四地，第一，最低的叫做「空無邊處地」，「空

無邊處地」只是覺得一片虛空，什麼物質都沒有；第二是「識無邊處地」，虛空都沒

有的，只是覺得自己有自己的心的活動，「識」，這個「識」是唯識的「識」，第三

是「無所有處地」，連「識」都不覺得有的，只覺得有空框框的境界，「無所有

處」。你說，我覺得有茫茫太空，你這個是「空無邊處」了，你還有個太空，那個

「大罌」，不覺得有，「無所有處地」。最上就似有心，似無心，微微一線知覺，就

叫做「非想非非想處地」。

平時你修定修到「非想非非想處定」，你死了之後就可以生在「非想非非想

天」，那時你就「非想非非想地」，你就很可憐了，幾百劫不出定的，這個地球壞了

幾次，這個世界、這個太陽系都壞了幾次，你都未出定，別人就成佛了，你還在定裡

面，出了定之後，可能要看你未生之前的業力如何，如果未生之前你都是一個白痴

仔，你再投胎出來又做回一個白痴仔你就死(弊)了！

如果你是修定之前你的業力都是發瘋佬、麻風病人，出了定之後就還是麻風佬一

個，是嗎？所以你入了這種定，這種人在大乘佛教來講這些人是可憐蟲。這樣就九個

「地」了，無色界四地、色界四地、欲界一地，就九地，現在他問了，九地，你現在

身就在欲界，但是你入定已經入什麼？第九住心了，你這個人的身當然是欲界了，你

的心，即你的定是屬於哪一地？是否欲界這一地？應該是哪一地？

聽眾：欲界。

羅公：什麼？

聽眾：欲界。

羅公：何解？是，是欲界，但一定有個理由的，何解你說是欲界？

聽眾：我不識講。

羅公：你講！是欲界了，何解說它是欲界？你做法官判案，有罪？無罪？是嗎？你怎

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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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因為未死嘛！

羅公：什麼？

聽眾：肉身未死，還在這裏。

羅公：肉身固然沒有問題了，直情就是欲界了，是嗎？他修到第四禪身體還是欲界，

他那種定是哪一界？它的心的狀態是哪一界？

聽眾：初禪。

聽眾：未起輕安。

羅公：是嗎？未起輕安。

未起輕安即是未入初禪了，是嗎？未入初禪即是未入得色界，所以就欲界了。未

入得色界就欲界了。你說，哎呀！他修了三十年了！都還是欲界？有什麼奇怪？修了

九十年也一樣，他沒有修到色界，那個輕安未起，是嗎？人家有條界線的！是嗎？你

說我買了八十年六環彩都不中，不中就不中了，你有什麼好講的！你以為你買得久就

要中嗎？好了，仍然是欲界，不是色界。如果你入了初禪，止觀之後沒有止，色界以

上。下面，所以他說：「未生輕安以前，此三摩地(屬於)何地」呢？「答：此三摩地

欲界地攝」，「攝」者，收，「攝」者，收也。收入欲界裏面，所以很多的道長，那

些修先天道等等的，或者他修禪而不懂得怎樣修的，修到死那天都仍然是什麼？欲界

的定，如果修得好仍然是欲界。

「未得輕安，雖三摩地不須(一類)依止正念(正知)，能無分別心任運轉，復能合

糅行、住、坐、臥一地(切)威儀，然是欲界心一境性，應當了知不能立為真奢摩

他。」這句很清楚，當你「未得輕安」之前，「雖三摩地不須(一類)依止正念(正

知)，能無分別心任運轉，」雖然你能夠做到，你的定，你的三摩地不需要靠整日起

正念，不需要靠整日起正知，是不是沒有正念、正知？不是！不用想去起，它自然有

正知。而「能無分別心任運轉，」而能夠起一個心，一點都不起分別，自然而然而起

的，很多，尤其是修禪宗的那些，我無分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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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心，我現在起無分別了，這種「無分別心」有些是要很吃力才能無分別的，

有些是任運而起的，任運都無分別了，自以為什麼境界，那些可憐蟲，又有些人就以

為〔成功了〕，自己吹脹自己：我見性了！那種人就真是可憐了！小則以為境界，大

則以為見性。何解會這樣？無他，他不讀書，是嗎？不懂得。買古董卻買到假東西，

好似你去買個錶，買了個香港造的那種就以為真是勞力士了。是嗎？

「復能合糅行、住、坐、臥一切威儀，」「合糅」，將行、住、坐、臥合在一

起，「一地(切)威儀，」好像入了色界定，整日呆若木雞地整個坐在那裏，毫無，好

像毫無感覺，講得可憐一些就講毫無生氣，整個廟裏面的神像那樣，有些人是這樣

的，以為我入了定了，行、住、坐、臥，行的時候一步一步放步，好像都沒有思想

了，住的時候，站在那裏的時候，心就什麼都不想，連到坐在那裏就固然，臥，睡覺

的時候都能夠不想，一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睡到天亮。就以為我入定入得很好了，

誰不知這樣是沒有用的。

「然是欲界心一境性，」其實他就所得到的欲界的定，「心一境性」即是定，這

個心專注一境的狀態，這個就是定了！是欲界裡面的「心一境性」的狀態，「應當了

知不能立為真奢摩他。」我們應該知道這些人、這種狀態是「不能立」，「立」即是

說，不能說他是真正的「奢摩他。」識了？

你讀完之後，由下一個鐘頭起一路下去，有人問你，將那個境界講給你聽，我是

什麼境界？有些人會這樣問的。你就告訴他，你閣下真是，你要說明

unfortunately，你閣下是什麼？不叫做真「奢摩他」。你這些叫做欲界的，不過這

樣很慘，那盆冷水照頭淋，你對他講就裝成無限同情那樣對他講。不過有時他會嬲你

的，世人喜歡人說得呀！得呀！

現在第二個問，問，「若爾」若果如此，如此怎樣？如果入定入得這樣好都還是

叫做欲界而已，都未能叫做「奢摩他」，如果是這樣，「云何能得輕安？」這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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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輕安就很緊要了，「云何」即是英文的 how，怎樣能夠得到輕安呢？我們怎樣

才能得到輕安呢？好了，他說，得，第一個問題就是怎樣才能夠得到輕安？第二個，

不是！這個不是如何得到，怎樣呢？how即是得輕安的時候是怎樣得法的？是嗎？

第二，「得輕安已，云何而能成奢摩他？」得了輕安之後，怎樣是修成功奢摩他

呢？何解未得輕安不行我們已經知道了，何解得了輕安後又說他得呢？無他，這種胡

適之的講法，最怕樣樣都跟著問為什麼？為什麼？一路這樣問下去，一切科學都是這

樣產生的，一路問為什麼？所以最聰明的細路哥你教他的時候最難教，他樣樣都問為

什麼，甚至這樣，爸爸媽媽，為什麼你會生我出來？我又生哪個呢？細路哥這樣問。

聽眾：那些就聰明的！

羅公：什麼？

聽眾：那些就聰明的！

羅公：那些會令到父母都不知怎樣答才好，是嗎？是呀！爸爸媽媽你為什麼生我出

來？我又生哪個？有哪一個的兒子問過你？

聽眾：無。

羅公：那你的兒子都不是最聰明那一類。我個外孫就問：何解你會生我出來？搞到爸

爸媽媽就不知怎樣答好。

聽眾：女兒就有問。

羅公：什麼？

聽眾：女兒就有問。

羅公：女兒就有問？

聽眾：為什麼你生我出來？

羅公：最好那些人說，不是！上帝造你出來的！

但這樣就不是很好的，這樣導他於迷信，最好就說，你將來就知道了，你還小，

最好就這樣了。不是怎樣講？好了，提出三個問題，如何得輕安的？第一個問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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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問題，得了輕安之後，何解又說得了「奢摩他」？兩個問題而已，是嗎？兩個。

答了，下面答兩個問題了。「應知輕安如《集論》云：」什麼叫做輕安？現在先講

「輕安」，這兩個字名稱的 definition，現在先講，先澄清這一點，「如《集論》

云：」無著菩薩做了一本書叫做《集論》，例如《集論》這樣說，這個定義了，「云

何輕安」？什麼叫做輕安？下面：「謂止息身心粗重。」我加了一個「之」字令你們

明白，身心的堪能性，輕安是一種堪能性，「堪能」什麼？即是有力量做事的，「堪

能」、「堪能性」即是什麼？ability差不多上下，是不是有一個 ability？

ability，那種堪能性，有這樣的能力的，有這樣的可能的，那種那樣的 ability，

即那種堪能性。有時你用中文解更加難解，堪能性，如果他識英文，這個就是

ability，他就容易識解了。那個「性」字即是英文的 ty字，ty，即是將那個動詞或者

將形容詞改作名詞的時候加個「性」字下去。堪能性，那種堪能性，什麼的堪能性？

「止息(身心)粗重」，「止息」即是 stop，把那種粗重的狀態 stop了它，「止

息」，「止息」是動詞，「止息」了那種「粗重」，怎樣叫做「粗重」？什麼是粗重

又很難解了，「粗」者，即硬是不得微細，即是整日郁郁動動，「重」者，硬是令人

不得輕快，「重」就不得輕快，「粗」者，就不得微細，不得微細，不得輕快，那種

那樣的狀態就叫做粗重性，「粗重」，即是粗重性，所謂粗重性是什麼？是不是木

頭？不是，身，生理上的，身體上的粗重，心，我們的心靈上的那種粗重，你心粗重

就最好，當你細路哥，先生叫你解答問題的時候，或者一條難做的數學題，做來做去

都做不到的時候，你那種狀態是怎樣？

那個腦好像不聽話的時候，那種腦不聽話就叫做「心粗重性」，不聽話，用那個

腦的生理去想，縱使你飲兩杯咖啡都搞不定的，身粗重性，那種身與心的粗重性，那

種起粗重性，整天都起粗重性，你不能夠考慮問題的。何解要修定裡面才能見道？就

是離開這種粗重性，止息粗重性，止息這種身體上與我們的心靈上的粗重性，令到這

種粗重性 stop了的那種那樣的 ability，那種那樣的堪能性。識不識解？解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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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益那些英文仔，那些八股佬，讀《四書》、《五經》讀得很好的那些他就搞不定

的，反而那些英文仔、英文女就搞定，識解不識解？

這種這樣的堪能性就叫做「輕安」，就叫做「心輕安」，輕安有兩種，一種叫做

「身輕安」，一種叫做「心輕安」，「心輕安」是五十一個心所之一，這個所謂輕安

叫做「心輕安」，下文講到的叫做「身輕安」，「心輕安」是精神現象來的，「身輕

安」是物質現象來的。這種「輕安」有什麼作用？業，「業」即是它的 purpose，

「業」，purpose，它有什麼效用？「除遣一切障 為業。」能夠排除修止觀時的障碍

礙，遣，「除遣」即是排除，排除障礙，亦有這樣的效用。這樣，所謂「輕安」就是

這種東西了。

「如是身心圓滿堪能，是從初得三摩地時，便有微劣少分現起，次漸增長，至於

最後而成輕安心一境性妙奢摩他。」一句。「如是」，「如是」即是這些，「如是」

這些，或者 this，或者 those，這些，這些什麼？「身心圓滿」的，令到我們怎樣？

身心、身心不是身心圓滿，是身心堪能，令到我們身心都有什麼？ability的，「圓

滿」即是 complete，我們身心的那種 complete的 ability，即是「圓滿堪能」，那

「圓滿」兩個字你不要以為它很玄妙，翻譯做英文就是 complete，那種很完整的堪

能性。這些這樣的輕安的那種堪能性是什麼時候開首有的？

「是從初得三摩地時，」由「內住」的時候，到現在我都修得頗定了，就是三摩

地了，「初得三摩地時」。「便有微劣少分現起，」就有很「微劣」的 ability現起

了，不必要第九住的，「內住」的時候，初初你稍為修兩三日後，都頗為定，那個頭

腦都頗清明的時候，那個頭腦頗為清明就是那種 ability的開首起，那個心輕安開首

起了，同時，這樣去我坐下去，那個肚腩都暖暖的，身體都不錯，很舒服，這種舒服

就是什麼？身輕安，身輕安，那種覺得愉快就是心輕安。

身心輕安，你初得三摩地的時候的「內住」的時候，修的不錯的時候，入面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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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很「微劣」的、不是很厲害的，很「微劣」的，「少分」，少少而已，一會就不

見了，這種這樣的堪能性有少少現起，「次漸增長，」漸漸地你修得十日、八日就很

明顯了，增加了，或者你修到，初時第一個只可以「內住」，還不可以「續住」就沒

得講了，我有「內住」、「續住」了，漸漸地就「安住」了，由五分鐘一路整到十五

分鐘，整到二十分鐘了，到二十分鐘已經走入「安住」了，是嗎？這樣，漸漸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什麼？那種 ability漸漸增大，那種輕安，心的輕安與身的輕安漸漸增

加，漸次增長，一路一路增加，「長」即是長大，增加、長大，「至(於)最後」，最

後就怎樣？第九住心，一路修到第九住心，最後，第九住心之後了，而成輕安的「妙

奢摩他」了，而成什麼？最後而成「妙奢摩他」了。

什麼叫做「妙奢摩他」？「心一境性(的)妙奢摩他」。「妙奢摩他」，妙的，不

是不妙的，「妙(的)奢摩他」，而成「妙奢摩他」。怎樣的「妙奢摩他」？「心一境

性(的)妙奢摩他」，那個心不散的，專注在一種對象的那種「妙奢摩他」，「而成」

什麼？還有輕安一齊起的，輕安的、心一境性的、輕安的「妙奢摩他。」又有「輕

安」、又「心一境性」又「妙(的)奢摩他」，最後就成為這樣了。你說，何解我坐又

不覺？你自己粗心，漸漸你就覺了，提醒你，你就覺了，你回去試一下。

「又初微時難可覺了，後乃易知。」初時有輕安起，因為很微細，很劣，你甚至

差不多幾乎不覺得，但是越整越修，越整越明顯、越整越明顯的時候，整到第九住心

就好像大氣磅 那樣，好像連自己也沒有了重量那樣，你覺不覺得？那時沒有了重量礴

的，就是第九住心了，後來慢慢「易知」，很明顯地出現了。

宗喀巴到很穩陣的，你擔心，宗喀巴是不是亂噏(講)？有什麼根據？他找彌勒菩

薩出來了，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裏面的〈聲聞地〉就這樣說：「如《聲聞地》

云：『先發如是正加行時，若心輕安、若身輕安，身心調柔微細而轉，難可覺

了。』」一句。這是彌勒菩薩講的，他說：「先發如是正加行時」，先發生，即是去

修了，「如是」即是這些，「正加行」，正正式式依住這九住心去加功修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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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怎樣？「若心輕安」，這個「若」字即是英文的whether，或者「心輕安」又或

者身的輕安，這兩種感覺起就令你怎樣？

「身心調柔」，令你的身體，即是生理上，「心」即是心靈上的，很調和，很柔

軟那樣，「微細而轉，」令到你越整越微細，越整越微細那樣，「轉」者，這是什

麼？一路一路發展，一路一路 develop，一路一路地前進，修定不是死

的，development地起，「轉」。「難可覺了」。那時你自己都不覺得起輕安的，

其實它已經起了，很難「覺了」，很靜你才覺。好了，這樣再行又怎樣？試過未？初

時「難可覺了」，你試過嗎？初時就幾乎不覺得的，是嗎？

聽眾：一想它就散，覺得它就散了。

羅公：一覺得它就沒有了，不覺……看這裡，

聽眾：如果要留意才覺得那些是不是？

羅公：一留意就反而不見了，是，是這樣了。要不就不覺，一覺它就沒有了，你試過

沒有？學一下，是嗎？

聽眾：一留意就沒有了。

羅公：你一會就可以勘入，你自己是第幾住心？

抑或是已經正奢摩他，你自己判斷，不用找師傅的，這個就是師父了，你對著師

傅何需要找師父？這個是最高級的師父。「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你取法宗喀巴，

「僅得乎中」都好啊！得到半個都已經好了，「取法乎中，僅得乎下。」「僅得乎

下」，得到下等而已！如果「取法乎下」呢？就怎樣？不治之症了！初時不覺的！後

來又怎樣？「又云：即前所有心一境性」的，這個「性」字下面你不妨加一個「的」

字在這裏就容易解了，「心一境性(的)身心輕安漸更增長」，你不要說我不行的！不

行？你今天不行就明天行，今月不行就來月得，一定得的！沒有不行的。

你說我要找明師。這個還不是明師？要怎樣？難道要交 500元去找氣功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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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他怎樣好都好不過宗喀巴的嘛！「即前所有心一境性(的)身心輕安，」「即」

即是就，就在前面所講的那種身心輕安，即是覺都覺不得到的那種身心輕安，那種是

什麼？那種仍然是「心一境性(的)身心輕安，」精神集中就會起了，這種身心輕安初

時就不覺得，這種輕安漸漸、漸漸地怎樣？「漸更增長」，漸漸地更加擴大、更加擴

大了，增加、長大了。增加長大又怎樣？無他，今天以這樣很微細的做因，將來就得

了果，你肯做就怎樣？明顯一些，以更明顯一些做因，將來就有些更明顯的果，更明

顯的做因，將來又有更更明顯的果，因果、因果、輾轉來，是嗎？

那種「因果輾轉道理」，「輾轉」者，由這個因產生果，果又做因產生果的道

理，這樣，「而能引發強盛」的、很「易了」的、很明白覺到的那種身心的、「心一

境性」的、心很專注的、那種「身心輕安」產生了，你現在大概就是初產生了，「身

心輕安」初產生了，但是到 complete未？到圓滿沒有呢？那要你自己才知道了，我

不知道的。不過你可以得到，得到最低限度的初步的身心輕安，不過要看你是不是走

到滿身沒有？那要你自己才覺得。這樣你就可以，不歇才可以的，你歇得一個多月你

就完全沒有了。

聽眾：又要從頭來過。

羅公：是。還有，最好你就與太太一人一張床，或者最好就是一人一個房間，你那種

輕安就不會失去，是嗎？否則你很容易失，失了就要幾天才能再恢復你就弊

了，動不動就不見了幾日，是嗎？不過如果輕安強盛就不怕的。輕安剛剛有，

初有輕安的時候很容易失去的，最棹忌就是女色，但是當你真是修得很好的時

候就不怕的。是嗎？你看人家那些大喇嘛，他修雙身法都入定的。你說，他都

行，我何解不行？你不是他嘛！是嗎？

他引了那個〈聲聞地〉，他自己解釋了：「將發如是眾相圓滿易了輕安所有前

相，謂勤修定補特伽羅，」下面都是另外講的，上面一個段落了，上面就講什麼？講

給你聽「云何能得輕安」？是嗎？下面就講什麼？得輕安已，云何而定奢摩他，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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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二個問題了，下面講了：「將發如是眾相圓滿易了輕安所有前相，(謂勤修)謂勤

修定補特伽羅，於其頂上似重而起，然其重相非不安樂。」一句。即是我們看戲都有

首前奏曲，輕安、那種很明了的輕安起之前，會有一種前奏曲的，是怎樣的？

「前相」，即是那種東西要將近出現的時候的狀況，好像地震，地震之前都有種

狀況的，不是說砰一聲就震的，你看看，地震之前那些老鼠就先走的，不過人是感覺

不到，老鼠感覺得到。什麼都有前相的，一個人將近病都有起病之前相的，是嗎？輕

安將近起之前，所謂輕安就指那些明了的輕安，那種明了的輕安將要起之前，前相是

怎樣的？「將發如是……輕安」，將近發生這種輕安，什麼輕安？「易了(的)輕

安」，什麼「易了輕安」？「眾相圓滿」就是 complete。

現在你的問題就是了，你現在輕安就有了，是不是「眾相圓滿」就閣下自己試一

試了，「將發如是」，「如是」即是將發生這些「眾相圓滿」的、又容易覺得到的輕

安的時候，一定有一種「前相」的，一種前行的、前奏的相狀的，前奏的相狀是怎樣

的？「謂勤修定補特伽羅，於其頂上似重而起，」那個前奏是怎樣的？那個很勤力修

定的那個人，「補特伽羅」即是人，《金剛經》的我相、人相的 pudgala，人、那個

人，那個勤修定的人，不勤修定的人是沒有的，那個「勤修定」的人，他會怎樣？那

個前相，得輕安的前相會怎樣？

「於其頂上似重而起，然其重相非不安樂。」就會在頭頂中間那裡，有些東西，

很像重重地，麻痺、麻痺重重地，很像去那些理髮，剪髮的時候，他替你按摩，就有

一個微微震的東西，有一點麻痺，有一點這樣的東西在那裡，有沒有？不是一定這裏

起的，道教徒就在多數在肚臍下面起的，就在丹田起，如果你整天想著丹田，就是肚

臍下面起的，如果你不想東西修止觀，不想，什麼都不想，好像六祖那些，無念，不

思考，好像《解深密經》講的，只是想著前念的心，在頂處起。

如果你集中精神想著這裡，在這裏起，在山根(兩眼之间)處起，如果你集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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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鼻處就不一定了，有時在這裡起，有時在下面起，什麼都不想，「於其頂上似

重」，好像重重地，有種那樣的情況生起。「然其重相非不安樂」，那麼重豈不是很

衰？沒有東西重都變成重？是嗎？他說不是，這種重「非不安樂」，不會令到你不舒

服，反而令到你很舒服的。「此生無間，即能遠離……」這個給了一個方括弧給你就

容易理解了，「障 樂斷諸煩惱品碍 (的)心粗重性」，這幾個字用方括弧括住它，當它

是一種東西，因為他直譯，「即先生起能對治彼(的)心輕安性。」「此生無間」，

「此」即是這些，是講什麼？

講在頭頂處重重的那個位置，那個位置一生起後無間，「無間」即是即刻，跟

著，「無間」即是跟著，跟著什麼？「即能遠離」，你能夠排除了、遠離了那種什

麼？那種心粗重性了，是嗎？先沒有了心粗重性，那個身粗重性未完全消除，那種無

心粗重性即是心輕安了，排除了心粗重性就是得了少少心輕安了。

那種怎樣的心粗重性？「障 樂斷……碍 (的)心粗重性」，有一種「心粗重性」，

這種「心粗重性」障礙我們，「樂」即是愛好，「斷」即是斬斷煩惱，我們本來應該

要愛好斬斷煩惱的，但是這種「粗重性」障礙我們，令到我們那種「樂斷諸煩惱」

的、想斷煩惱的心，令到我不歡喜斷煩惱的，有些人不歡喜斷煩惱的，他坐在那裏越

想、越幻想就越過癮，有些人是這樣的，想到飄飄欲仙那樣，就很爽了！很爽了！其

實他是起了煩惱，這樣還有些起煩惱又怎樣？想什麼？想那些不等使(無謂)的東西，

是嗎？在那裡諗計(想法子)發財，或者諗計起貪，起貪的煩惱。

障礙那些煩惱，是「樂斷」這種煩惱的心，這種煩惱品，煩惱的那類東西，那種

那樣的心粗重性，那種、那塊重重的東西起，你就不會有那種阻礙你去斷煩惱的那種

粗重性了，壓倒了那種粗重性，即是這樣了，亦即是什麼？「即先生起能對治彼(的

身)心輕安」。即是已經、先先、初初生起，能夠對付彼，「彼」就是指那些煩惱，

那種粗重性，「彼」就是指那種粗重性，即是生起能夠對付粗重的那種心輕安了，這

個心輕安就是五十一個心所之中的輕安心所了，心輕安先產生的。看不看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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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輕安性」。

好了，你引了，引經了，引彌勒菩薩的：「如〈聲聞地〉云」，好像〈聲聞地〉

這樣說：「若於爾時，不久當起強盛易了心一境性(的)身心輕安(的)所有前相，於其

頂上似重而起，非損惱相。」我多寫了兩個字，是嗎？第 18頁第一行最高的那兩個

字，「非損」兩個字劃了它，那種「非損惱相」，「此起無間能障樂斷諸煩惱品心粗

重性，皆得除滅；能對治彼心調柔性、心輕安性，皆得生起。」一句。識不識解？

怎樣說呢，你看：「若於爾時，」如果他能夠在那個時候，即是輕安起了之後，

「爾時」，「爾時」即是頭頂那塊東西起了之後，「不久」，沒多久，就「當起強盛

易了」的什麼？「身心輕安」了。不是！當起什麼？當起那種「前相」，是嗎？怎樣

的「前相」？身心輕安起的「前相」，這種很易了的「前相」，那種心一境性的「前

相」。聽不聽得明白？㪐㩿(艱澀)不 ？不㪐㩿 㪐㩿(艱澀)？那就怎樣？那時的「前

相」是怎樣？「於其頂上」，頭頂上面，現在的西藏人，那些白教徒，就說在你的頭

頂插一支東西，替你開個洞，開了它就特別修定，說那個身心輕安會快些起的。

因為身輕安初起的時候，外面有些東西在外面走進來的，扎穿一個窿(洞)特別容

易入的，其實不是的，那種好像電力那樣的，不用窿(洞)的！過電的時候，那種東西

過電的時候何須扎一個洞？如果你是自然的，那個電整下去會自然過的！那塊東西想

過電何須要你整一個洞？這些真是！我都是說這些東西不敢領教，對白教這種東西，

我不敢說它不好，但是我就覺得不敢領教，最低限度不敢恭維這種玩法。

「次依內心調柔輕安生起力故，有能引發身輕安 (的 )因 (的 )風入身中，」

「次」，即是跟著，跟著什麼？你值得參考的，「次」，心輕安起了之後，心很愉快

了，「次」，跟著，跟著什麼？有一種。「次」，「次」是什麼？「次」即是依據，

以心輕安做依據，依據這個「內心調柔(的)輕安」，即是已經得到了那種心輕安，一

生起，這種心輕安生起就發生了一種力量、效力了，依據這種力，跟住就引出那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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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安了，生理上的，於是就引出，有能引出了一種這樣的什麼？

未引輕安，未引，身輕安未起，就發生一種風，現在道教就叫做氣，他現在叫做

「風」，留意那個「風」，有一種這樣的「風入身中，」在頭頂，走進我們的身的，

亦不一定是頭頂，在外面由那些毛管(孔)那些，總之有一種風，有一種氣，這種氣本

來普遍存在於宇宙間的一種氣，它就走進我們的身裏面，實質是不是真有一種這樣的

氣？不是！這是什麼？你那個阿賴耶識裏面，那種身輕安的種子生起的時候的那種現

象，無以名之就名之曰、他名叫做「風」，現在的人就名之曰「氣」，一種這樣的

「風」，有一種「風」走進我們的身，那種「風」的什麼的「風」？能夠引發「身輕

安(的)因」，能夠引出「身輕安」的原因來的「風」。

即是那個身輕安完全是由這種「風」引出來的，即是由這種「氣」整出來的，有

一種這樣的「氣」，在外面入我們的身，這種氣由什麼起？由我們的心輕安，那種心

輕安調柔的力引起這種身輕安，這種身輕安未起之前，在外面入我們的身體的，其實

嚴格來講哪有「外」？是嗎？山河大地都是我們的阿賴耶識〔所現〕，即是由我們阿

賴耶識走進我們的身體裏面，是嗎？「由此風大 全身分，身粗重性皆得遠離。諸能徧

對治身粗重性身輕安性即能生起。」由於這種「風」走入我們的身，「由此風大」，

這種「風」是什麼？

這種「風」原來就是微粒子來的，「風大」，「風」的原子，動性的原子在外面

走進來，「大」者、即是元素，element，叫做「風」的元素，走進我們的身體裡

面，「 全身分」，走勻我們的全身，每一個毛管眼都有這種「風大」充滿的，可以徧

嗎？我看你們還未完全得，遲一些吧！遍佈全身，所謂什麼圓滿，「圓滿遍佈」即是

completely，周圍走勻，連我們的每一個毛孔都充滿的，那種「風大」一來，「身

粗重性皆得遠離」了。身的那種呆戇粗重的狀態沒有了，被它排除了，「皆得遠離」

了。「諸能對治身粗重性，身輕安性即能生起。」不是心輕安了，身輕安了，身輕安

即是生理上的，到這個時候，所有，「諸」即是所有，所有那些能夠對付身粗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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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身輕安，生理上的輕安，「即能生起」了。那時就起了。

先是心輕安生起，跟住就身輕安生起了。「此亦由其調柔風力， 一切身，狀似徧

滿溢。」「此」，「此」即是這些身輕安，這種身輕安「亦由其調順(柔)風力，」由

於它本來就是會走的一種風力，很調和柔順的風力，它走著走著，「 一切身，」走徧

勻全身，「狀似滿溢」，「滿溢」，那種狀態就好像什麼？走滿全身，連每一個毛孔

都被那種風充滿，即是那種氣走勻了全身。你不要教人這些呀！免得以為佛家都講氣

功！你不識這些道理講這些的就弊(適得其反)的！即是說，你了解這種道理，那些人

說一下氣功，只要他不要講出禍來，都未為不可的。佛家就這樣講，這些是了義經就

這樣講。好像什麼？好像那個橡皮人，全身會覺得那個被暖水灌滿的橡皮人，有什麼

證據？是否宗喀巴講的？他說不是，這是〈聲聞地〉講的。

「由此生故，」「此」即是指心輕安，由於心輕安起了之後，「有能隨順起身輕

安，諸風大種來入身中。」心輕安起了之後，就能夠有一種什麼？「隨順起身輕安」

的，即是跟著引起這身輕安的，那種什麼？「諸風大種」，「大種」即是 element，

那種「風」的、地、水、火，風的那種「風」元素，在外面走進來我的身體裡面，

「由此大種於身轉時，能障樂斷諸煩惱品身粗重性，皆得除遣(遣除)。」由於這種身

輕安，這種「風大」走進來，他就完全排除了那些粗重性、身粗重性，「皆得遣

除。」一除遣了之後，「能對治彼(的)身輕安性，」「能對治彼」，那個「的」字我

就本來括著它，我加下去的，一下打瞌睡就寫多了一個的字在上面，把下面那個

「的」字，即是多餘的那個「的」字劃了它。

「身輕安性」，那種「身輕安性」起了，被那種「風大」完全驅除，驅散了那些

粗重性，那種「身輕安性」就起了，就「 滿身中，狀似徧 (如)滿溢。」就好像那些水

灌滿了它那樣了。「此身輕安，謂極悅意(的)內身觸塵，非心所法。」這句很緊要，

這種「身輕安」是什麼？「極悅意」的，令到你很舒適的，很愉快的，「悅意」即是

愉快，令到你有很愉快的感覺的，「內身」，那時就在我們的身體裡面的，「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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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色、聲、香、味、觸，是一種觸境，「觸」不是聲音、不是香，是「觸」，

「觸」是一種物質造成的，物質的原子，物質的那些微粒子造成的，「觸塵」。「非

心所法」，不是五十一個心所的輕安心所，那個輕安心所心輕安來的，這是身輕安，

是生理上的，物質性的。繼續講，上文是怎樣講的？當我們的心坐到很定的時候，我

們的心有一種很歡喜的、很愉快的那種心情，那種心情就是那種心輕安來的，起了。

由那種心輕安一起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身體，這樣，當我們那時候心很靜、很靜，

就在身的外面有一種「風」的「大種」，古人，古代印度認為世界上最基本的材料，

在印度與歐洲的希臘，都認為是四種元素就是「地、水、火、風，」這四種東西的

「地」不是指那幅地，不是，即是堅硬性的原子的微粒子，這種堅硬性的微粒子、原

子來的。「水」就是濕潤性的微粒子，「火」是熱性的微粒子，即是現在的所謂電，

熱性的微粒子，「風」就是種種動的，動性微粒子，都是微粒子來的，都是原子來

的，即是四種原子，在印度就是這樣。在歐洲就沒有說明它是原子，但是有些哲學家

仍然認為是原子，都是「地、水、火、風」四種。中國就說叫做「五行」，金、木、

水、火、土，就叫做多了一個什麼？「木」。是嗎？

但是中國就沒有說它是一粒粒的微粒子，就說它是「氣」，氣，所謂「氣」就是

一種、一種力，是一種無形無相的力，是一種什麼？是一種所謂 energy，power，

那一類的東西。無形無相的那五種力，中國就叫做「五行」。這樣佛家就出自印度，

就受印度那種學說的影響，所以彌勒菩薩講到這裏的時候，就用這句話。當我們坐到

心輕安起了之後，那個心很靜很靜的時候，有一種在外面來的，走入我們的身體裏面

的一種微粒子，那種叫做「風大」，「大」，這個「大」字，那個「大」字是什麼

呢？

英文的 element，中文就叫做「元素」，在佛經裏面就叫做「大種」，「大

種」，種類的「種」，「大種」，又叫做「大」，簡稱做「大」，有一種叫做「風

大」，即是「風」的微粒子，即是一種氣化的微粒子，在外面入身，這樣入身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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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呢？他就沒有、彌勒菩薩就沒有詳細講，只是說在外面進來。這樣，有些書就說它

由那個「頂」而入，因為它走進來之後，由那個「頂」，最初就由那個「頂門」那

裏，然後才慢慢落，走勻周身的。最初是這樣。有些人就這樣講。

有些人就說不止，總之在外面入，在毛管(孔)，呼吸的毛管(孔)眼入，還有一些

人，那些西方人就說，這一種所謂什麼，實際上就是一種氧氣，oxygen，氧氣來

的。人各一說，總之這麼多解都無謂，總之就照他講的解，就是「風」的原子，「風

大」的原子。在外面入身，可能由「頂門」入，又可能由那些毛孔眼入，實在是「頂

門」又入，毛管(孔)眼又入，實在應該就是這樣。

這樣入來身之後，漸漸、漸漸就充滿整個身體了，不過大家記住，並不是今日我

起了這樣風走了進來就會充滿的，不是的，初初大概是這樣的，初時一點點，好像一

個餅那樣，一點點，重重地，痺痺地，好像有些痺痺地那樣的，一塊薄餅那樣，薄薄

的，好像一塊那些馬利餅那樣差不多上下，會郁，蕩來蕩去那樣，到你一發覺它就不

見了。不是這樣就充滿一身的，到你說，啊！很爽！就不見了，你說它爽它就不見

了，漸漸地，慢慢當你的不覺，不為意，當你的心什麼都不想的時候，它又起了，起

的時候又會多次起，坐在那裡一個小時可以……

那種那樣的叫做什麼？「風大」，輕安，好像是起幾次的，每十分鐘又起一下，

隔五至十分鐘又起一下，這樣再繼續坐，如果將來身體不好，或者睡不夠，或者吃滯

了就沒有了！要過兩三天就再起了。尤其是最弊那些，你那些有夫婦的，你夫婦一接

觸就起碼有一日會沒有的，不見它的，要過幾日然後才恢復的。這樣漸漸就每日都會

起了，當你每日都起的時候，那個「風大」的那團東西就大一些了，大些，大到好像

一隻碟那樣了，即是一個大的叫做什麼餅？那些 hot cake差不多上下，整塊那樣郁

的，在那裏蕩。

一路當你坐的時候就一路起，起的時候就會縮上去，當它一縮上去的時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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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想出定了，那又不見了，到再繼續坐，最緊要連續，一日兩次就最好，三次就誤

事，你有很多事要做的，何須坐三次那麼多？早一次，晚一次就最好了，是嗎？最少

都要一次，如果一次都沒有它就會斷了，漸漸地整個頭就像坐電單車那頂帽那樣，整

個頭罩著，那個頭沒有了重量，身就有重量，有的那種叫做「粗重性」，那些粗重的

狀態，那個身有，那個頭就沒有的，整個會空靈那樣的。

漸漸地就半截身了，上半截身與下半截身不同的，上半截身是空靈那樣的，下半

截身是粗重的，漸漸地你就會覺得了。漸漸地，你覺不覺？漸漸地就走勻了手指尖、

腳指尖，無處不到，到最後就全身充滿，你的身就好像一個橡皮人那樣，那些風大就

充滿了，好像一個橡皮人吹脹了，用那些水，用那些水來充滿橡皮人那樣，那些水就

好像就來要流出來、流出來那樣，好像在毛孔眼裡，那些輕安，那些風大要在毛孔眼

裡要流出來、要流出來了，這樣的時候，那種就叫「狀似(如)滿溢」，好像滿了要瀉

了。要滿瀉了。講到這裏，是嗎？

那種「風」、那種「風」就叫做什麼？就叫做「身輕安」，身輕安就不是五十一

個心所裏面的輕安心所，那個輕安心所是心輕安，這個是身輕安，心輕安是心的現

象，身輕安是物質來的，是原子來的，那些、那些極微，極微即是原子，有些人說，

佛都講這些原子論？不是，他原來是講原子論的，尤其是小乘是講原子論的。現在起

首接續了：「此身輕安」，最初「身輕安」是指那種「風大」了，那種「風大」，

「此身輕安最初生時，由風力故，身中現起最極(的)安樂。」這裡半句。這種身輕

安，即是這種「風」，那些道教徒叫做「氣」，是嗎？叫做「氣」，這種身輕安最初

生起的時候，由頂上那樣生的，不過你不要執著，一定要在頂的？不是的！

如果你平時著意住那個鼻尖，它可能在這裏起的！在鼻尖起的，有些人就著意口

唇的，「繫念在前」，這裏又是前，這裏又是前，有些著意橫隔膜那裏又是前的，有

些人是著意丹田，即是肚臍下面亦是前，有些人還著意那隻腳，跏趺坐的腳尖，腳尖

都是前，有些人著意兩個膝頭都是前。佛只是教你「繫念在前」，前面而已，沒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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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定是哪裡的。

所以你所謂前面就是這樣，這裡又得，這裡叫做髮際，有頭髮與無頭髮中間、之

間那裡叫做「髮際」，或者山根，或者鼻端，或者口唇，或者橫隔膜，或者心口，

心，或者橫隔膜，道教徒有些人叫橫隔膜做「中宮」，有叫它做「黃庭」。什麼《黃

庭經》(《太上 庭 景玉經》、《太上 庭外景玉經》黄 内 黄 )的黃庭，又叫做中宮，但是

「中宮」兩個字就不一定是指這裡，有些人叫做丹田做中宮的，有些是丹田，所謂

「丹田」是指肚臍下面那一幅，不是一點，是整幅的。或者膝蓋，或者腳板都得，如

果你專門想著腳板的，就在腳板起了！不在這裏起了！總之你不思想，它就一定在頭

頂的。如果你想著那裡它就在那裡起。

所以有些人，如果你結一個印，或者合掌，可能它就在手掌起。即是說現在有一

種術叫做「靈子術」，是嗎？有沒有人試過？很容易的，你現在多倫多買不到，你在

香港那些舊書坊鋪就買得到，買本那些什麼上海書局都有得賣，叫做「靈子術」，它

教你催眠術，靈子術的書，不用找老師學的，自己學都可以了。他這樣，坐在這裏，

呼吸，覺得丹田的那道力，將它來到呼吸，那道氣吸，吸到盡的時候，不吸，將那道

氣想，用觀想，在丹田那裏一路帶，帶到在它在手掌處，整得久他的手會怎樣？

你試一下，回去試一下，彈的，有種力會彈起的，那就是「氣」了。都是那種

「風大」來的！會彈的其實即是「風大」來的，是嗎？那種叫做什麼？那些學靈子術

的人就說這些是「靈子」，那種「靈子」，「靈子」不就是「大種」？那些微粒子，

靈的，靈的，會靈活的微粒子，微粒子起會彈的，會彈的，你回去試一試，會彈的，

人，當你的精神集中時，就會有這種東西起的。

這樣，所以你真正學佛經，了解這種道理的，別人學氣功的時候，你就不用批評

別人，說別人一定是錯，都有些對的，有很多人說，嘿！氣功就是不對！也不是，其

實這些又何嘗不是氣功呢？是嗎？但是你一味迷頭做氣功，你就錯了。是嗎？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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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身輕安就起了，充滿一身了，這種身輕安最初起的時候是怎樣的？這樣起的，當

它最初起的時候，那種風力在外面入了，在外面入，何解在外面入呢？不說在裡面起

呢？道教徒就說在裡面起的，在丹田那裏起的，或者在會陰起，那些學 yoga的就說

在那個 bottom那裏起，在那個會陰那裏起。

但是佛家就說它這些是從外而入的。何解呢？將來你最好生去兜率天，你問一問

彌勒菩薩，何解你這樣說？我就不知道，因為我不是很有經驗這套東西。是嗎？自己

體驗一下，如果站在唯識來講就無所謂叫做內外，你所望到的崑崙山都是你的心來

的，你的識來的，你的第八識，即是說由你的第八識處起的，所以實在就不需要爭論

的。這種身輕安初生起的時候，由於那種風的勢力，這個風就是身輕安來的，這種勢

力「身中現起最極安樂。」心裡裡面就安樂，很愉快，下面了：「由此因緣，心中喜

樂轉最(更)勝妙。輕安初勢漸趣微細，」由於，這樣身心輕安起，一路起就起到全身

充滿了，是嗎？當你充滿了的時候你就會怎樣？

你看看，「由此因緣」，由於你能夠那些輕安起，起到全身充滿了，這樣，「因

緣」即是原因，由於這樣的原因，你就會怎樣？「心中喜樂轉(更)勝(轉)妙」，那種

心的愉快的感覺越整越妙的，好過初時，初起的時候都已經很愉快了，充滿的時候就

更愉快，「轉(更)勝」，轉而變為更加勝，更加妙，這樣，當它最勝，越整越妙，越

整越勝的時候，那種愉快的感覺越整越勝的時候，那時就會怎樣？「輕安初勢漸趣微

細」，舊時的輕安，最初輕安的時候有些人會覺得這樣的，砰砰聲的，同時好像觸電

那樣，啪、啪、啪、啪那樣，還有一些滿屋跳的。是嗎？葉文意在香港教人，你見過

未？那個，有幾個人，那個王秀容，現在留學美國那個，坐在那裏，那隻腳劈劈啪

啪，在廳裡這樣轉，葉文意都幾乎搞她不定，硬是不由自主地跳，坐在那裡本來很難

跳的！但是她能跳。不講就不信，你見過未？他就見過，怎樣跳法你問他。她說會，

腳是翹著的！她自己會跳，那種輕安力，那種風大的力，同時那種風力觸動她全身的

神經，牽動她的神經彈，那些神經牽動她彈，彈的時候，她會覺得會彈、會走不會

呢？它會走的！你一相信它會走它就會走了，這樣它就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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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它這種越整越勝，最初就會這樣了，砰砰聲的，有些人好像觸電那樣的，我

也試過，全身……你知道嗎？與小朋友玩，抓住有乾電池的，全身就霹靂啪啪地郁

了，好像這樣的情形。很愉快的，全身都會這樣，全身透過電那樣的，最初會這樣

的，不一定，不過有些人會的這樣，不論你怎樣？最好、最適中是怎樣？不要 拍噼噼

拍，全身充滿了很暖的，好像全身的感覺好像天冷摸著一個熱水袋那樣的。那種感

覺，天冷的時候你摸住熱水袋很舒服的，全身都有這樣的感覺的，那是「狀似滿溢」

的感覺。

那時仍然是很粗的，你不要以為這樣就了不得，有些人說，啊！我這種就充滿全

身都這樣了，我都見道了，我不是佛都是仙了！原來他大錯了！原來他這個是什麼？

很低級的〔境界？〕而已！切不可誤會，那些學禪宗的人就誤會這些就是境界，叫做

什麼境界，是，當然是境界，不過這些境界不是很了不起的境界，這些不要誤會，是

嗎？這樣，最後當它充滿的時候，或者如果不是霹靂啪 ，即是充滿了之後，如果霹嘞

靂啪 之後，就要重新冷，冷了之後，然後就再走下去好像充滿了那樣。當它充滿了嘞

之後，漸漸冷靜了，那個心就很跳動了，啊！好爽！好爽了！連好爽也不覺了，心重

新冷靜了，那種身的輕安亦更加不會啪啪聲，慢慢地好像很和平那樣了，「漸趣微

細」，那時就更好了！好像不見那才是好的，這樣之後又如何？「微細」豈不是沒

有？是嗎？

又不是，他講給你聽，彌勒菩薩講給你聽：「然非輕安一切永盡，」並不是說輕

安就全部沒有了，不是這樣講，「是初強盛太動其心，」一句了。是，這是，這是因

為你初起的時候，那種輕安初起的時候，起得太強盛，所以霹靂啪啦，或者整日被暖

水充滿那樣，太強盛，就反而令到你的心衝動，「太動其心」，這樣，你的心仍然有

這樣的衝動，即是說怎樣？你還未到家。未到家。這樣又要怎樣？那種很強盛的輕安

就要它慢慢退減了，退減了之後又怎樣？是不是沒有？他告訴你，不是沒有，是一種

更好的來了！「彼漸退已，如影隨形有妙輕安無諸散動與三摩地隨順而起。心踊躍性

亦漸退減。」理由，「彼漸退已」，那種輕安減退以後，「如影隨形」，即是馬上，

24



好像影子跟著那個形那樣，即是馬上「有妙輕安」，有另外一種更微妙的輕安，

這種輕安是怎樣？

「無諸散動」，不散的，不散開，不動的，全身很和平的，以前那些是動的，

「無諸散動」，那種輕安就好了，這種輕安「與三摩地隨順而轉(起)」，跟住就產

生，你的心不亂了，「三摩地」了，跟住你就會入「三摩地」了。入了定了，隨順著

「三摩地」，它不妨礙三摩地，三摩地也不會妨礙它，互不妨礙就叫做「隨順」。

「(轉)而起」，即是生起了。那時就怎樣？那個心不會「踊躍」了，不會跳動了，心

的那種「踊躍性」，那個「性」字當狀態解，那種「心(的)踊躍」的那種狀態亦漸漸

減退了，那時又怎樣呢？

「心於所緣堅固而住，遠離喜動不寂靜性，乃為獲得正奢摩他。」一過了這裏，

正式得奢摩他了，正式入了色界定了，那時正式入了就怎樣？「心於所緣堅固而

住」，「堅固」者，即是不散，就叫做「堅固」。「所緣」即是你所觀，你所想的那

種東西，想著那種東西，你知道嗎？有些人就想住那個阿彌陀佛，有些人想著觀音菩

薩，有些人就想著釋迦牟尼佛，一定要用自己的意識創造一個像在那裏的，那個就是

你所緣的像了，那時那個心對著所緣的佛像。

如果我不觀佛像又怎樣？你的呼吸，那時呼吸就不覺得呼吸了，好像幾乎沒有呼

吸，幾乎沒有呼吸那時你就要改變了，想住一處地方，想住一個鼻尖，或者想住山

根，或者想住髮際、想著口唇，或者想住那個丹田那裡。想住那裡又怎樣？覺得那裏

好像有些東西那樣的，如果你想住丹田就覺得丹田有一粒東西光的，很像一粒紅棗豎

在那裏那樣，像那粒紅棗那麼大，一粒欖核，那些橄欖那麼大，好像大粒花生那樣，

比較普通花生大一些，一粒那樣豎在那裡，橢圓形的豎在那裡，光的，白光的，在那

個時刻。

那些道教徒就說，那個是「丹」來的，「丹」，「丹」，那個會陰上面存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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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在那裏，那個「丹」，那個「丹」是這麼高的，是嗎？底就是會陰了，這裏就

是丹田，那個「丹」距離海底就這麼一點，即是好像那個會陰承著，距離那個會陰幾

分那樣，一粒光的，好像一個月光那樣，光的，那些就叫做「丹」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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