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了「無所有處定」了，但「無所有處定」不是真的「無所有」的，何解？因為

還有一個叫做「無所有」嘛！都是法，那怎樣呢？再進一步就不能動了，又變成入了

一種狀態了，入了一種半麻醉的狀態，「非想非非想定」，「非想」，不是很明了，

那個「想」指概念，不是有很明了的概念的，「非想」；「非非想」又不是完全沒

有，迷迷濛濛那樣，既不是有想又不是完全無想。即是用現代的語言來講，並非有一

個很明瞭的概念，亦不是完全沒有概念的那種狀態，微微一線那樣，不動，一郁就怎

樣？入涅槃了，但是他不能入得了涅槃，不能入涅槃，何解？他還有一個第八識裏面

的煩惱種子還未除，所以不能入涅槃。

聽眾：他這個是小乘嗎？

羅公：什麼？

聽眾：是不是小乘？他入這個定？

羅公：外道，外道。破除了煩惱就「非想非非想定」，轉一轉入滅盡定，在那處入涅

槃。

這樣就是一條路，觀下地粗性，上地的淨相，「相」與「性」都是一樣解的，這

裡都是 state 那個字，「其出世」、好了，這個是世間道的路，出世道是怎樣的？

「出世間(的)毘缽舍那」就是依據〈聲聞地〉講，〈聲聞地〉所講是小乘人所修的，

這些小乘人是怎樣修的？四諦，「於四諦觀無常等十六行相」，就要觀什麼？觀四諦

了，四諦就「觀十六行相」，就是十六個 image，在那裏觀它十六個意念，是怎樣

觀呢？這裡，觀這個苦諦，先學觀這個苦諦，這個苦諦是什麼呢？

你解一下這個苦諦，苦諦就是〔根身、器世界〕合起來就是苦諦了，這個人生我

現在用新名詞就是人生，舊的是什麼？相續，相續，五蘊相續，五蘊相續的個體，加

上我這個個體所居留的世界，這個叫做什麼？有根身、這個就是器世界，加起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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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記住這個「苦」字不是痛苦，那個「苦」字是不美滿那樣解，不是好像被火燒

那樣苦啊！苦啊！飲苦茶那樣解，不是那樣。這個字那個 Conze (Edward Conze )

譯做 ill 是嗎？ill，是嗎？不美滿是不是 ill？他譯做這個，不美滿，ill。不是 pain，不

是苦，不是痛苦的苦，是不美滿的，是這樣解的，這個世界不美滿的，我們受的都是

苦的，何解是苦？因為他這個人生，這個世界都不離開這個八種苦的，八種苦記不記

得？陳芷君，你數給我聽？

聽眾：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苦，

羅公：生苦、病苦……

聽眾：老苦、死苦……

羅公：死苦……

聽眾：愛別離苦……

羅公：愛別離苦，是嗎？求不得苦，是嗎？ 

聽眾：怨憎會苦。

羅公：憎怨會苦，略攝五取蘊苦，即是又叫做五陰、五蘊盛苦、五蘊熾盛苦，是嗎？

無常相、行相，無常相，任你萬億家財，總有終盡，一個很強盛的國家，在歷史

上怎樣？沒有不衰落的國家的，亦什麼都有終盡的，這個無常相，我們苦的人生、苦

的世界，都有無常相觀它都不離這八種苦，在這裏想的，不是不想的，是想的。反覆

地將它每日觀，有空就觀，觀著觀著就怎樣？不用想了，一坐下去就像看電影那樣一

幅一幅出現了，到最後很純熟，一坐下去就好像見到它，好像身體力行那樣，那時怎

樣？證了，直情是直接〔體驗〕到了，西方人說的 realize，直情覺得是這樣的，體

驗到了，那時就叫做證得了，小乘見道就是這樣證得的，見道，「無常相」。

「苦相」，這個苦相，八苦又是苦，還有八苦中的什麼？真正的苦，生老病死的

那些真正的苦，又是苦，「苦相」，有苦的情況，「空相」、無主宰的，無、不是！

這個不實在的、「空」即是不實在的，不實在的；「無我相」，不能讓我們主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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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主宰，不讓我們主宰的，我想一萬歲，沒有的，我想學彭祖那樣八百歲都

不錯，但是恐怕一百歲不夠就死了，不讓我們主宰的，我們的人生、我們的宇宙是如

此如此的。這樣就觀，即是我們應該要超脫的，這樣就觀。

「苦諦」有四種行相，是嗎？初時修就只是修一個行相都可以的，是嗎？漸漸地

就修兩個，漸漸地修三個，漸漸地就修四個，自己，初時觀自己，就觀我就是這樣，

別人的心也是這樣的，別人亦一樣是苦的，整個宇宙裏面所有的眾生無有不苦，一路

將它來放大。有四種相，什麼叫做「集諦」？煩惱加業，無漏業就不算，無漏業不是

苦的，不是，不會引苦的，譬如你入定、念佛，那些是無漏的，這些不是有漏的業是

不會引苦的。

至於貪、嗔、癡、惛沉、掉舉，那些是煩惱，由煩惱推動我們去作業，「業」即

行為，由煩惱而產生，「煩惱」加「有煩惱的行為」，這兩種東西就叫做「集諦」，

何解叫做集諦？「集」即是招集，因相，集諦有四相，苦的人生、苦的世界，因為我

們有了煩惱、有了有漏業，以這兩種做 cause，做因，結果就產生我們的有漏世界，

有漏的人生了，這樣叫做「因生」，即是不是由於上帝，亦不是由於自然，而是由於

煩惱與業，造成一個我們的有漏的人生與這個有漏的世界。是因相做有漏人生、有漏

世界之推動者的原因，「因相」。

「集」者，招集，集合，這種煩惱的業有力量招集出苦的世界、苦的人生出來

的，做召集人，「集相」、有招集力的，「集相」，這樣觀，「生相」，因為有了煩

惱，就好像有了父母就可以生子孫一樣了，就產生苦的人生、苦的世界了，有生出苦

的人生世界這樣的性質的，這種相，集相，不是！「生相」。「緣相」，以它為條

件，「緣」是條件，以它為條件，如果沒有煩惱與業做條件，苦的人生，苦的世界不

會出現的，就叫做「緣相」。是苦的人生、苦的世界的重要條件來的。這樣「集諦」

都很麻煩，你不要以為修小乘，哎！小乘這麼少東西！你說它東西少？實在它一點也

不少，更加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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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胡適之說它這些簡直是繁瑣哲學，這樣說它。然則這樣就不好了，這個不好

的世界是由於有煩惱與業，我又不起煩惱又不作業，就以往的世界，等這一世完結

了，或者這一、兩世完結了就一了百了，未來就沒有了，這樣沒有了，有就苦了，固

然就不好，沒有了就很好嗎？是嗎？什麼都沒有就很好嗎？什麼都沒有的時候是不是

很恐怖的？想起來很恐怖，沒有了，譬如你一世、你一世人雖然餐餐都食梅菜，只要

你還有一條命，有一條命你都還是不捨得死的，是嗎？

你說沒有了，連食梅菜、食白粥，食梅菜的生活都沒有了，你又會不肯的，沒有

了豈不是很慘？是嗎？比過去還慘，那又怎樣？是不是沒有呢？他答你，不是沒有

了，「滅」、滅者，即時停息了那些苦，這個世界是苦的世界，苦的人生滅了，停息

了，苦的原因，煩惱與業、有漏業滅了，沒有苦的世界，沒有苦的人生，無煩惱、無

有漏業那種狀態，不是沒有，這種狀態不是沒有，而且這種狀態是永恆的狀態，一種

永恆的狀態，這是佛家的永恆世界了，小乘叫做「滅諦」，是有的，只要你肯修行，

你就可以體驗到這個滅諦了。

「滅諦」、「滅」者，苦的因滅，苦的果滅，這個就是苦果，這個就是苦因，這

個是世間的果，這個是世間的因，這個「滅」就是出世的果了，這個又叫做「涅

槃」，滅諦又叫做「涅槃」，又名叫做「解脫」，解脫什麼？解脫了苦的因，不再起

苦的果了，已經有的苦的果現在將它解決了。「滅諦」有人譯做「寂滅」，滅諦也有

四相，這個寂滅又怎樣？苦的人生，苦的世界寂滅，引起苦的煩惱，引起苦的有漏業

寂滅，這種東西寂滅，即是好像佛在佛經裏面有個譬喻，譬如一個人，因為有了病

菌，或者他不衛生，以這樣為因……

聽眾：續錄 89年 9月 3 日，

羅公：這個世界就猶如沒有了病菌，煩惱就像病菌一樣，沒有這個業病的狀態，那種

情況就是滅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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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就不是滅諦，不是說什麼都沒有，不是毀滅，是嗎？不是毀滅，什麼都沒

有，而是什麼？一種清涼，佛經很喜歡用清涼兩個字的。沒了熱病，清涼的境界，叫

做「滅諦」、涅槃。涅槃，那時我們譯的涅槃，一方面譯做解脫，解脫了煩惱與業的

束縛；解脫了有漏的人生、有漏的世界的束縛，叫做「滅諦」。這種「滅諦」，涅槃

的名字有很多人解錯了，「涅槃」者，不生不滅也！涅槃不生不滅不是那樣解，涅槃

的狀態是不生不滅而已！抗戰的時間沒有人教這些的，那時與那個苦剛剛相反，「離

相」，離開一切煩惱的束縛、苦果的束縛了。這樣就觀這個滅諦的四相，即是說什

麼？

沒有了這種苦的人生與苦的世界之外，我們就體驗到一個什麼？永恆、永恆的涅

槃世界了。所以這個永恆就沒有身體了，沒有一個身體了，沒有身體就怎樣？我們的

精神就變成無乎不在了，所以就叫做「圓」了，「圓」者，周遍，無乎不在了，涅槃

又叫「寂」了，圓寂了，一切煩惱都停息了，涅槃的意義，涅槃包含兩個意義，一方

面以「圓」，無乎不在，因為我們沒有身體，我們的精神境界無乎不在，我即宇宙。

「寂」，一切眾苦皆寂了。

觀這個「滅諦」的四相。即是說這個世界不是沒有的，得了涅槃之後不是無的，

反而是一個永恆的世界，不會無常的。這樣滅諦，如何達到這個滅諦呢？就要修道

了，修道可以得到滅諦的，可以證道滅諦的，滅諦是真真實實的。就是「道諦」，道

諦又有四相，第一就是「道」，這個「道」當道路解，是一條道路來的，能讓我們行

到涅槃的，行到涅槃之路來的，「道相」；「如相」，合理的，依住這個道就可以得

到，證到涅槃的，是如實的，真真正正的，不是假的，「行相」，如果我們修道好像

會行的，不斷移動那樣，由凡夫而住，行到聖人的境界，由生死而行到涅槃的境界，

「行相」。

到我們去到的時候就是「出相」，出離生死了。這樣就道諦有四相。觀這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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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四諦，每「諦」有四相，四四就一十六，就「四諦十六行相」。小乘人修，將它

在定裡怎樣？在定裡反覆練習，這樣練習到最後，我們就怎樣？達到怎樣？就是這

樣，非這樣不可的，那時就叫做體驗了，證得了，證得，六祖就用什麼？「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冷到怎樣？暖成怎樣？那個時候就是自己知，講都沒有用的，是嗎？

這樣，修觀的用「毘缽舍那」。我們看這裏，如果你是〈聲聞地〉，小乘的人就

要修四諦，修四諦，四諦觀，是觀什麼？是觀無常等的十六行相，觀這個四諦十六行

相，其結果是怎樣？主要就是「通達補特伽羅無我」，「補特伽羅」即是眾生，一切

眾生都沒有實的主宰的我的。這樣這條就叫做出世路。這條是小乘的而已，大乘又怎

樣？修空觀或者修唯識觀，是嗎？簡單一些，更簡單，不要以為小乘簡單，小乘這樣

麻煩的，你真是麻煩到極。

聽眾：這樣見道與開悟有無分別？

羅公：見道就必定開悟的，開悟就不一定是見道，「悟」有大小，見道是徹徹底底的

開悟，是嗎？開悟是本來我想不通的，現在了解了，就叫做開悟。是嗎？

「悟」有大小，見道就直情是在定中裡面體驗到，這樣見道，習慣了觀後，在

那個意識裏面反覆反覆地日日那樣修，所以你熟了，自然你一坐下就是這樣

了，人生就是如此了。

聽眾：即是開悟有小悟、大悟？

羅公：是。

聽眾：見道就只有一種而已？

羅公：見道就只有一種。

聽眾：這樣見道就高級過開悟的？

羅公：最高級的開悟。但是見了道之後，又有更純粹的了解，又有一種新的開悟，見

道後的開悟。所以普通其他宗就不用「開悟」兩個字的，只有禪宗的人才用

的，即是見道前就開悟了，是嗎？

聽眾：那麼現在香港的和尚或者美洲的和尚有誰開過悟？

羅公：開悟？個個都曾開悟，小悟就個個都有，只是有大小的差別，即是做生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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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就個個有，我有一百元一樣可以走去賣報紙的！一樣是做生意，十幾億元的

投資固然可以，但是我拿 100元去吉祥酒家門口賣報紙一樣是做生意的，有

小大之分，見道就不是了，見道就是體驗到那個真如了。不用求急急見道的，

不用求急急見道的。還有，縱使你見了道，你還是要保持一點煩惱才行的，不

保留煩惱，一下就很快入涅槃，你想度眾生、想成佛，你如果完全沒有了煩

惱，你又如何能進來欲界投生？是嗎？色界也不行，是嗎？所以要保留一些煩

惱，《解深密經》講了保留煩惱未？未，未講到。

羅公：將來《解深密經•六(地)波羅蜜多品》那裡，一個菩薩，要保留一些煩惱。什

麼？

聽眾：三個月左右就回來了？

羅公：蘇東坡：「人生到處知何似，恰(應)似飛鴻踏雪泥」。(《和子由澠池懷舊》)

好像飛鴻那樣到處飛，去到那裡踏到那裡，那裡就有印，「泥上有時 (偶然)留

指爪」，有時就在泥上面留下「飛鴻」的手指，爪印，「鴻飛那復計東西」。

「計東西」，那隻「飛鴻」牠不會理那隻踏在泥上的爪印，人生〔就是如

此〕。好了，有什麼問題沒有？

聽眾：想問一問是不是「滅受想定」，「滅受想定」，

羅公：是！

聽眾：是否比「非想非非想定」更加高？

羅公：是，由「非想非非想」轉一下連「非想非非想」都沒有了，就入滅盡定了。

聽眾：「滅受想定」同不同「滅盡定」？

羅公：「滅受想定」就只有那個「阿賴耶識」與「第七識」，而且那個「第七識」就

沒有了那些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四種煩惱的，很清淨的。

這樣，他臨入定時，他自己說我要幾時出定，到差不多上下，可以的，我們現在

也行的，你整慣了就得了，有些人這樣說，我明天早上六點十五分起來，他就真是六

點十五分不遲不早的。第 20頁，陰版第五行，下面以問答來 擇上面所講的內容，决

問：「若得前說奢摩他作意，有幾種補特伽羅，於現法中不趣出世(間)道，而趣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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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問，「若得前說奢摩他作意」，我已經說過，那個「作意」兩個字普通在佛

經裡面就兩種用法，一種就當什麼？當定、當禪定解的，另外一種就當什麼？

那五十一個心所中，其中一個叫做「作意心所」解，這裏是當禪定解，當修定

解，「若得前說奢摩他作意」，前面講的，說修定修到起了輕安，入了初禪的近分

了，就叫做得到「奢摩他作意」，是嗎？即是入到定了，如果有一個人已經得到「奢

摩他作意」了，即是入了初禪近分了，「有幾種補特伽羅，」即是這樣的人有幾種？

「補特伽羅」即是人，即是修到「奢摩他」作意的有幾多種人？

那些人怎樣？「於現法中」，你看佛經看到「現法」兩個字，當現世，當今世，

看到「現法」兩個字當今世，在今世裏面「不趣」聲聞道，他不走向……不是！「不

趣出世(間)道，」他不走向出世間道，即是不依著證佛果或者證阿羅漢果那條路走，

「而趣世間道」，而偏偏走去世間道。想做什麼？想入了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到最後死了就成仙，生在色界天，初禪天、二禪天等等，他不求，他不走向求阿羅漢

果和佛果的道路，有幾種是這樣的人呢？

這樣豈不是，你不要預先肯定，這種人是一定不好的，有些最好的人走這條路

的，那些十地菩薩他走這條路的。下面看答：他這個問，這樣問法是不是那個宗喀

巴，即《菩提道次第廣論》的作者宗喀巴大師這樣問呢？不是，這個問法是原來就是

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裏面的〈聲聞地〉那裡，他假設一個這樣問答的。無事

嗎？

聽眾：無事。

羅公：怎樣問法呢？他說：問，〈聲聞地〉，〈聲聞地〉即是什麼？是《瑜伽師地

論》裏面的〈聲聞地〉，如果你想學小乘的，這一部〈聲聞地〉就一定要讀

的。如果你，如果你想修小乘，有兩部書你不讀，你就根本不能夠叫做懂得小

乘，一部、一部什麼？一部就是世親菩薩的那部《俱舍論》，一定要識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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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不識，你說我懂小乘是騙人的。是嗎？第二部《瑜伽師地論》裏面的一部

分叫做〈聲聞地〉，講到很詳細的，連怎樣修神通都教你，很詳細的，〈聲聞

地〉。〈聲聞地〉這樣說：此中幾……「問，此中幾種補特伽羅，即於現法樂

住(往)世間道，」不是！「即於現法(這樣)樂往世間道」，我看錯了，「樂

住」。「即於現法樂往世間道」，那個不知是「住」字抑或是「往」字，兩個

都通的。

聽眾：「往」。

羅公：「往」字是嗎？有幾多個、有幾多種「補特伽羅」，他這種人在現世，他不是

講來世，現世，「樂往世間道」，「樂」即是歡喜，即是英文的 like，歡喜、

歡喜行那條世間的路，即是不想出世的。彌勒菩薩這樣假設，這樣問。

答，他自己答，「答：略有四種」，簡略來講有四種人是不修出世道的：第一

種、「一切外道」，一切那些不信佛的外道，佛教以外的那些宗教，那些人它是不修

出世道的，在佛教徒來看，這種是最壞的。是嗎？第二種、「於正法中根性鈍劣，先

修止行。」這是第二種。「正法」即是佛法，他是佛教徒，是修行佛法，「正法

中」，但是他「根性鈍劣」，這種人很蠢鈍的，這種人最多，你不要以為我不是，可

能你閣下說不定就是，不過你在這裡一路能聽下去都是有興趣的，那些就不是的，是

嗎？

那些是的聽了一段時間就不聽了，你知道嗎？我講了這部經淘汰了大半人出去

了，那些人出了局，很多人出局的。是嗎？那些人是什麼？「根性鈍劣」，是嗎？他

們這種人，「先修止行」，他只是學修止，得到修止成功他就心滿意足了，以為這樣

我都夠了！這樣的。現學修止，他不會再去修觀，修觀就兩條路走，一條就世間路，

一條就出世間路，這樣這種人，這種人好些。好過第一種。

第三種了，第三種「根性雖利，善根未熟。」這是第三種，根性就很利，但是他

又肯學習，很有學問，但是善根、修定的善根就是不成熟，坐下去硬是不行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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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這樣的，我知道有很多做教授的，在那些大學裏面，在那些什麼地方講佛經講得

很好的，但是他不能入定，舉一個例就是了，熊十力，大家識不識得這個人？一百年

來中國的哲學家之中，差不多就是他一個，寫那本《新唯識論》已經震動一時了！但

他不能入定的，聰明都極，寫書寫得非常好，但是入不到定，這些叫做什麼？一定是

前生不知什麼業，天收他，他一入定就氣頂的，有一種這樣的人的，很聰明的，他何

解呢？

原來他初時學氣功，你們那些學氣功的不可不知，學到胃下垂，一坐的時候，這

裏，這個胃那裡，那個胃下垂，壓住了那些腸，那樣就脹了，肚子脹了，好像有一塊

東西頂住那樣，摸下去卜卜聲，敲下去卜卜聲，好像一隻龜殼那樣，那些人還騙他

說，這是龜殼，這樣騙他。一個人，有種人聰明一世卻懵懂一時，你學了這麼多東

西，你不要被人呃(騙)你嘛！

何解呢？他說中國人修道、修道教的就要怎樣？龜蛇雙盤結，那隻龜繞著那條

蛇，這樣就元氣十足就可以成仙了，修道有種這樣講的，即是陰陽二氣，叫做一龜一

蛇， 陰陽二氣相交，好像蛇纏著那隻龜那樣，這樣就叫做蛇纏住那隻龜，這句話道

教就這樣講了，連很通俗都這樣講， 你不要以為道教神仙在這樣講，通俗到小說都

講，有一段那樣講，一隻馬騮(猴子)，水簾洞附近有隻馬騮(猴子)，很聰明的，牠走

去學道，學道就找到了神仙，那個神仙夜晚在這裏練氣的時候，這隻馬騮(猴子)，這

隻馬騮(猴子)後來就叫牠做「齊天大聖」，就走去問這個神仙，就叫他：你有什麼口

訣，你教給我修行吧。

於是這位神仙就念了一首歌給那隻猴子聽，那隻馬騮(猴子)聽了之後回去依住這

樣修行，就果然得道成了「齊天大聖」了，能夠有七十二變，有大神通了，都是全靠

學他這首歌的，這首歌是怎樣的？我們要修行，我們的氣在身上走，在陰陽二氣處

走，到差不多上下，我們就在那個肚，在那個丹田那裏有陰陽二氣兩個相交雙盤結，

那時就怎樣？我寫給你們看，我細路哥(兒時)的時候都很佩服它的。後來學佛之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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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將它扔了，現在想也不好，因為是先入為主，腦裏面已經記得了，所以我現在也可

以記得幾行。

當我們修兩種陰陽二氣會合的時候就會怎樣呢？自有雙盤結的「結」字應該怎樣

寫？有沒有人識？我忘記了這個字了，拿本《西遊記》對一下，或者我寫的這個字錯

了都說不定的，因為那時我九歲、十歲左右看《西遊記》，我 9歲就學人看《西遊

記》了，《封神傳》、《西遊記》我九歲就學人看了。十二歲然後就看《三國志演

義》與《水滸傳》，整天看與讀，我又好聰明，好記性的，書都背得過的，先生讀幾

重我就背得過。

修那個氣起，自然在丹田裏面，一龜一蛇，即是一陰一陽兩個氣盤結，如果你能

夠做到龜蛇雙盤結的時候，就性命堅了，你的心性與你的生命都堅固了，當你心性與

生命都堅固的時候，你就自然就有神通了。就「卻能火裡種金蓮」了。一路就這樣，

那個猴子聽到這些就回去學，果然學到得大神通，後來就變了齊天大聖。你猜熊十力

怎樣？你學唯識學得很好的嘛！

他說氣功、陰陽二氣是真正有這套東西的，他說《西遊記》這套東西雖然是無

稽，《西遊記》雖然無稽，但是這種道理確是有的，他信的！信就怎樣？他信的東西

很離譜的，他曾經在西湖靈隱寺，他胃病，何解呢？此人他應該胃病的，何解？一

吃，成隻全鴨食完！這種人又高些、好些的，第四種，這種已經十地菩薩，好像彌勒

菩薩就是這一類了，一切那些菩薩，哪些菩薩？「樂當來世證大菩提」，他不想在現

世證大菩提得佛果，他要第二世才得佛果。

拖都拖到第二世的，他這種人，這種人一會一路讀下去你就知道了，這種人不入

定，入定的時候有兩種觀，一種叫做「無相觀」，無相觀，一種叫做「有相觀」，觀

這個現象界的，「無相觀」觀真如，就是用根本智觀的，「有相觀」，觀現象界就要

用後得智觀的，我們修行最難得到就是無相觀，我們初學修行，如果我們第一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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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觀成功，我們就叫做「見道」，又叫做「見性」，最初得到無相觀，即是見性之

後就要經十地了，十地就分作三截，十地，那十地分作三段，一、二、三一段，四、

五、六地又一段，七、八、九、十又一段那樣的，三段的，這樣第一段是怎樣？雖然

他能夠見道了，但是他是有相觀多，無相觀少，記住，初段，十地菩薩就是初段，很

吃力然後才能入無相觀的，平時觀都是有相觀多的，有概念的，即是有名言有概念的

多，能夠撇除名言，無概念的時間很少的，即是初、二、三地的菩薩。中間那一段是

有相觀與無相觀平衡了。

譬如你入定那樣，我每天都入四個鐘頭(小時)定的，其中兩個鐘頭(小時)有相

觀，兩個鐘頭(小時)入無相觀，可以平衡。一到七、八、九、十地那些就怎樣？可以

做到純無相觀，完全無有相觀，完全無相觀的，完全無相觀又有深淺之分，第七、第

七地那些可以完全無相觀，但是要吃力，要加功，不能任運，要有功用，第八、九、

十地，由第八地起就任運都可以的，不用吃力的，所以第八地的人叫做什麼？

第八地菩薩叫做「觀自在菩薩」就是這樣，他的觀很自在的，本來就無相觀才架

勢(了不起)的，是嗎？但是一到第十地，就要成佛的時候，他就不入無常觀的定了，

可以隨時入，但是他不入，因為他要等候時間到，下生成佛，他不入無相觀，現在彌

勒菩薩他在兜率天，他不入無相觀，入有相觀，因為無相觀裏面不能夠度眾生的，要

有相觀然後才能度眾生，即是我們的無漏智有兩種，一種叫做根本智，一種叫做後得

智，根本智不能度眾生的，佛度眾生要用什麼？要用後得智去度眾生，因為根本智連

講話都不行的。

所以有一種菩薩，一切那種菩薩，那些叫做什麼？「一生補處」的菩薩，他要於

當來世證菩提的，現世他不證菩提，這種人「非於現法」，這種人是修世間道的，不

修出世道。好了，來到這裏講，這樣世間道都很好的，但是我們還是要分，我們的所

謂世間道又有兩種，一種是外道的世間道，不是成佛的。另一種，佛教徒見了道以後

的人，而後得智起的時候，我們就叫他做「世間道」，那種「一生補處菩薩」不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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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觀，只是世間道它是指什麼？是那種世間道，後得智的世間道，就不是好像外道那

種世間道，明不明白？聽不聽得明白？

這裡難明一些，不過漸漸地你亦明白的，是嗎？這些另外的宗派就很少講這些，

很少講，有幾種問題其他宗派也不講的。一種，一生補處菩薩不入無相觀，不起、不

起根本智，只是用後得智，這是別宗的人沒有講的，第二種就是故留煩惱，故意保留

一些煩惱，可以剷除它的，但都不剷除，故留煩惱，何解呢？因為你想成佛就要怎

樣？(聽眾：我問他你是否同意這樣。)經過十王大業來到化眾生的，就不是、不是說

去出家，一路成阿羅漢那樣的，因為成佛兩種人，只有兩種人成佛的，一種就叫做

「頓超菩薩」，不用經過小乘的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不用經過這些

階段，直趨菩薩的，那些叫做「頓超」的菩薩。這種菩薩不用出家的，不一定要出家

的。

第二種就是那種不定種性的菩薩，先修小乘，先證了阿羅漢果，然後再回心向

大，這種人就是絕大部分是要出家的，因為何解？你不出家很難證得小乘的四果。所

以今天來講，怎樣？如果你資糧位高級的，你要怎樣？在世間做小的轉輪王，那些鐵

輪王，小的轉輪王，即是做王者的事業。如果你是加行位的菩薩，你在世間應該是怎

樣？想度化眾生，應該要做金輪聖王轉輪王，能夠統一國家的皇帝、大帝的，唐太

宗、亞歷山大大帝那類那樣的功業。

如果你是初地菩薩，你就要怎樣？做大梵天王，初禪天的大梵天王，二地、三地

一路上，上到第十地的菩薩是什麼？摩醯首羅天的天王，這個是十地菩薩。如果你是

出家，怎樣經過這個十王大業？是嗎？講到這裏。經過就麻煩你去世界佛教會，世界

佛學會，我所做的那對聯，替我影(拍照)回它都好，我現在都沒有。當然那對對聯我

就記得，但是誰寫的我都不知道了，那對聯的對尾……

因為附近有一間寺叫做觀音寺，很靚的，就有九龍壁那樣的，長對，「無相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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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嚴」，你隔離蓋得這樣靚，不是好東西，最大到莊嚴是無相的，《金剛經》嘛！無

相然後大莊嚴，「無相智大莊嚴，看萬億金身」，看一下你們這班萬億金身，「七寶

樓臺極樂世界」，極樂世界七寶樓臺，「無非幻化」，都是幻的，我用空宗的的講法

了，是嗎？它的對聯尾，定證菩提又得，定得轉依又得，隨你要吧，我寫給馮公夏，

馮公夏不知要「證菩提」還是要「得轉依」，要影到那個對聯回來才知了。

「有情來熏淨種」，唯識了，「有情」是那些眾生，來到學習一下，熏習一下那

些清淨的種子落去，熏發你的無漏種子，「淨種」即是無漏種子，這樣，你之後就修

行了：「歷三祇智習」，三大阿僧祇劫，修你的根本智與那個後得智，修你的智、

習，「習」你的智，又要經過十王大業，不是出家的，「十王大業，定證菩提」，你

一定證菩提。出家不一定證大菩提，出家可能是證阿羅漢果，這句話我們在佛學會就

講了，譬如這個僧伽佛法協會我就講了，不用出家的，這個很快你們就讀到《解深密

經•地波羅密品》就知道，十王大業不是青磬紅魚，關上門打坐的，真正一生補處連

打坐都不打坐的，無相觀都不入，他要救眾生。

你們真正學佛的人，如果需要出去，有什麼災難你出去，有什麼事時紅十字會徵

人做事，你本來就日日在那裏修行，入定修空觀，你快點捨棄空觀走去參加、參加去

救災、參加工作，這些就是什麼？你一定證大菩提的，證大菩提不是說關起門來念阿

彌陀佛那樣，不是這樣的，你不要以為一定入無相觀就很了不起，原來將近第二世就

成佛了！那些一生補處菩薩不入無相觀的！不證真如，全部用後得智，他這四種人，

講完之後，下面他加按語了，下面那些是宗喀巴講的，他說：「外道瑜伽師一切得如

前說奢摩他者，然於無我無觀察慧觀擇而修，」這裏，這裡他說：「彼於無我不信解

故」，一句。這些是批評那些外道的，那些外道的瑜伽師，什麼叫做「瑜伽師」？整

日修禪定的那種人，修止觀的那種人，叫做「瑜伽師」。

他說那些「外道(的)瑜伽師」，不論他是哪一派，「一切(那些)得如前說奢摩他

者，」外道的人一樣可以得「奢摩他」的，所以現在你不要以為我修止成功，全部都

是佛教徒才行，外道也一樣，現在照我所知，有很多外道的瑜伽師修禪定比佛教徒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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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很多那些先天道什麼的，有些那些道長，他修可以入到初禪、二禪，時時會這

樣的。同善社那些可以入到初禪，得「奢摩他」，入到初禪，他們甚至入到第四禪都

可以的！「然於無我無觀察慧」他對於「無我」這種道理，「無我」就即是「空」這

種道理，他沒有一種修觀的觀察智慧，沒有這種智慧「觀擇而修(觀)，」能夠修觀，

修「毘缽舍那」，在定中修觀。

何解他會這樣？「彼於無我不信解故」，因為他不信「無我」的道理，「或唯修

此無分別止，或更進修粗靜行相毘缽舍那，」這裏是指那些外道，這種外道的瑜伽師

兩條出路，一條是「或唯修此無分別止」，整天修止，修到心一點分別都沒有，動不

動起一個念頭，這種人一起念頭，你又起分別心了！動不動說別人起分別心，現在如

果成日想無分別，最好就吃安眠藥！一定不會分別了，你想分別都不行最好！學禪定

學到這樣的就是死症！一定死。

要不就整天修那種無分別的止，「或更進修粗靜行相 (的)毘缽舍那，」或者修

觀，「毘缽舍那」即是觀，但是修什麼？下地粗，上地靜了，我現在要上上地了，我

現在在欲界，欲界整日想著色、聲、香、味、觸，不好！不好！我們要修入色界初

禪，所有的心全部都沖淡了，不要了！靜了，是嗎？妙了。入了初禪仍然有思想，都

是不行的，連思想都沒有就好了，全部停了，二禪、三禪就好了，一路上，或者第二

條路就這樣。「故唯能往世間之道」。

所以那些外道的這種人，這種瑜伽師只是能夠走向世間路，不能夠走出世路的，

「又正法中佛諸弟子，若是鈍根」，他這裏解釋第一種人，第一種的那些外道，現在

下面解釋第二種，「又正法中佛諸弟子，若是鈍根， 於奢摩他先多修習，故不樂修

於無我義觀慧思擇，或雖樂修，然不能了真無我義；故於現法亦唯能往世間之道，

(以唯修住)以唯修住分，或唯能修粗靜行相(的)毘缽舍那故。」這裡是講第二種人，

那些佛教的人，「鈍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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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正法中」，「正法」這兩個字指佛教，又在佛教的正法中，那些佛弟子，那

種人有些是「鈍根」的，你遇著有些人只是修止不修觀的，你就不要跟著這裡說人

家：你這些是「鈍根」，你這樣講法他一世都對你反感的，你最好對這種人說：你只

是這樣不行的，做生意就最好就買燕梳(insurance),你只是這樣修止不是辦法的，你

沒有時間修觀就最好就念佛，加上念佛，念佛就是買燕梳(insurance)，是嗎？

這樣說就好了，就不要說你這些是「鈍根」，他幾「鈍」都好，你說他是「鈍

根」人就不對，其實這種「鈍」的人是很多的，碰到的學佛人都是這種「鈍根」的多

到極，他叫這裏的「鈍根」人「於奢摩他先多修習」，他就整日修定了，修「奢摩

他」了。「故不樂修於無我義觀慧思擇，」所以他不喜歡修這種，那種什麼？那種

「於無我義觀慧思擇」，對於無我的義理用你的觀，修觀的智慧去想，抉擇，去抉

擇。這種人就最蠢的，是嗎？「或雖樂修，然不能了真無我義；」有一種人是喜歡修

的，修，他是修，但是他不了解真正無我的道理是怎樣的。

「無我」的道理是怎樣的？最要緊，所謂「無我」的道理，一切事物都是什麼？

第一是因緣和合而生，所以無它自己的本質的，這是第一；第二是，是呀！我們沒有

我自己的本質，但是我見到有，山、我見到山，水、我見到水，馬騮(猴子)我也見到

馬騮(猴子)，雞我也見到雞，不能說無嘛！我明明見倒，是！

上面那一段講緣生，下面那一段就講幻有了，這些幻有，眾緣和合它就幻有，幻

現而已！是呀！幻現，幻現都有個幻現嘛！是嗎？不能說沒有，是呀！他的答案，幻

現是什麼？我們的「識」，我們虛妄的、亂的「識」幻現，如果我們的識不是虛妄的

就不會幻現了。所以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這個虛妄的世界，皆是我虛妄的識顯

現的，如果我們能夠對付我們那些虛妄的「識」，將那個虛妄的「識」洗淨它，將它

怎樣？purify 它，淨化它，這樣自自然然這個俗世的虛妄的世界，虛妄的人生就停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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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虛妄的人生、虛妄的世界停止之後，那個不虛妄的、pure 的、那個清淨世界

就自然顯現了，即是說那時候，我們那個生命，清淨的生命顯現，而那個染污的生命

就停止了。所以如果真實是有個「我」的就不會變了，不會變就修都無用，是嗎？但

正是因為無我，所以我們會轉變，而實際上也沒有一個實的「我」，有實的「我」就

不能轉變了，既然可以轉變就不是實的。譬如你那隻戒指是真金的就不會變銅的，會

變銅的就顯然不是真金了，真者，我們記住有一句話，真者，即是不變，認真是真的

一定不變，變者就不真，會變的就一定不是真的，是嗎？

真者不變，變者不真，這句話不是只是佛教徒講的，即是希臘的那些哲學家講

的，真的不會變，柏拉圖的也是這樣看法的，會變的就不是真。這種人他雖然修觀，

但是他不能了解真無我義，所以要怎樣？要讀經教。所以修止觀先一定要有經教做

底。「故於現法」，他這種人因為他「鈍根」，他對於經教不了解，「故於現法」，

所以他在今世裡面「亦唯能往世間之道」，不能夠走出世道，「以唯修住分，或唯能

修粗靜(的)行相」，那種的「毘缽舍那」。

他只可以修兩種，修世間道，在世間道之中，他要不就修到此為止，「住分」，

整日住在定中就夠了，「住分」，他不再修觀了，不再進展了。或者有一種聰明一些

的，「或唯能修粗靜(的)行相」，只是會修什麼？現在是粗的，欲界是粗的，要入初

禪，靜了，初禪都是粗的，要二禪才靜了，一路路這樣上，修這種「毘缽舍那」。這

種是第二種，鈍根的人就會這樣了。

第三種就是「善根未熟」，道理他懂，「又諸利根佛弟子眾，雖能了解(悟)(這個

「了」字，)真無我義，若諦現觀善根未熟，則於現法亦不能生諸出世間無漏聖道，

故名唯往世間道，非緣無我不能修習毘缽舍那。」一句。

這種人是什麼？佛弟子，他肯修了，但是他「善根未熟」，所以他日日修，日日

修，始終不能夠怎樣？不能夠，那個無漏、無分別的根本智不能夠出現，這種人不能

夠證到真如。「又諸利根佛弟子眾，」利根了，熊十力那些何嘗不利根？

17



還有一個例子我舉給你聽，很利根的王恩洋(1897~1964)，王恩洋，王恩洋他吐

血的！他很勤力，除了讀佛經之外，他還讀很多西洋哲學的書，又讀中國的宋明理學

的書，太勤力，日讀夜讀，舊時就沒有現在那些醫肺病的針，舊時得了肺癆(肺結

核)，十個肺癆九個死的！從前是這樣。內傷就最棹忌的，讀書讀到肺癆，肺癆不能

夠打坐，肺癆的人不能夠打坐的，淺的肺癆打坐會治好肺癆，但是深的肺癆不能夠打

坐，太深，醫生說他幾乎入了第三期肺癆了，他打坐就咳血，所以就不能夠打坐了，

有什麼辦法？這些就是業力，真是業力了。很聰明的，他造了一本《人生學》，做得

非常好的，他又不是不想打，但是不能打。「又諸利根佛弟子眾，雖能了(悟)解真無

我義」了，但是「若諦現觀」，什麼叫做「諦現觀」？這個就小乘人來講，就是「諦

現觀」，先就小乘來講，小乘你想見道就一定要修什麼？四諦十六行相，講過沒有？

記不記得？四諦十六行相，「苦諦」就是什麼？無常、苦、空、無我；

「集諦」，「因集生緣」；「滅諦」就是什麼？

「滅、靜、妙、利」，「道諦」就「道、如、行、出」。修那個十六行相觀。這

樣最後就是什麼？

將那個四諦十六行相不用想的，一坐下去靜靜的時候，先修止，止之後略略觀一

下，觀之後又再止，在止之後那四諦十六行相這種道理就顯現，顯現到確是、確是如

此的，不會不是如此的，那是就好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那樣，真是這樣的，那時就叫

做「諦現觀」，對於四諦的道理好像現前看到那樣的，即是什麼？現量證到的，直接

體驗到的，「諦現觀」，大乘有沒有「諦現觀」？有！大乘就不修那四諦十六行相

的，就修什麼？修勝義諦觀，觀真如，真如是勝義諦，在定中將一切執著撇除、撇

除，撇除到最後無可撇除的時候，那個勝義諦出現了，那時就是諦現觀了。勝義諦的

現觀，大乘的見道就是諦現觀，這樣修現觀是怎樣修的？就好像修般若，修唯識還沒

有修般若那麼快，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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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般若現觀他替我借了一本《現觀莊嚴論》，完全教你依住般若去修現觀的，不

過他就，你不要希望很快就得現觀，不行的，一定要慢慢慢慢，慢慢來，將來你們有

機會，學唯識的人一定要補學般若，掃除那些執著，撇除那些執著，你先看這裏，如

果他的諦現觀的善根種子還未成熟，他就怎樣？「則於現法」中，「現法」即是今

世，他在今世裡面「亦不能生諸出世間無漏聖道」，「無漏聖道」指根本智與後得

智，所以他不是不修的，但是它不出現，那種無漏智不出現，「故名唯往世間道，」

所以我就說他只是走世間道，他即是修都是修出世、依住經教修止觀，但是他的無漏

智應是不出現。「非緣無我不能修習毘缽舍那。」這種人修的，修觀的，並不是緣這

個無我的道理，不能夠修得「毘缽舍那」。

他修，但是那個無漏智不能夠出現。這種人最多了，我都是這個款的，硬是不

行，總是剩下一點點就硬是不能撇去，憨山祖師都是晚年他才說行，憨山祖師有兩句

詩，我不是寫過給你們聽？「荊棘叢中藏足易，月明窗下轉身難。」聽過嗎？

這兩句，很多煩惱起，我們撇、撇、撇，撇除它很容易，你肯做就可以了，「月

明窗下」的時候，一點煩惱都沒有了！我現在清清淨淨了！但是還有一點點，就是

「我現在清清淨淨了」那一點點。那時就是「月明窗下」，你轉不了身了，撇不去，

還差一點點不能撇去，即是樣樣都可以空，就是空剩下那個「空」你就空不到。這個

利根的佛弟子也會這樣的。好了，這樣第三種人講了。

第四種是怎樣？一生補處了，下一世就成佛的那種。「又菩薩成佛，雖一生補

處，亦必來世，(中略)於一生補處時，聖道不起，故於現法唯往世間道，非未通達真

無我義。」一句。又好像彌勒菩薩，這一類第二世就示現成佛的那種菩薩，他說：菩

薩成佛，今世是菩薩他不會即世成佛的，他一定怎樣？下一世，他「雖一生補處」，

好像彌勒那樣，後補的佛亦必定在來世。這樣未到來世的時候他怎樣？

於「一生補處」的時候他「聖道不起」，這個「聖道」不是指兩種，根本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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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智本來指兩種，這個「聖道」是指根本智，根本智不起，只起後得智，「聖道不

起」。「故於現法(亦)唯往世間道，」所以彌勒菩薩，他現在未成佛之前，他都不入

無相觀的，仍然是有相觀，這個就是「世間道」，「非未通達真無我義」。你不要以

為彌勒菩薩都不懂無我的道理，不要這樣。

好了，下面結論了：「由是外道修粗靜相道，伏煩惱現行，內佛弟子修無我義，

斷煩惱根本，皆須先得如前所說奢摩他定。」這句了，「由是」，上文講了這麼多東

西，得到一個結論，那些外道的人一味修「粗靜相道」，下面就粗了，上面就靜了，

修這樣的道，就用這種道來「伏煩惱現行」，在定中壓伏那些貪、嗔、癡的煩惱，令

它不能出現，但你留意，伏現行而已，不能斷種子的，「內佛弟子修無我義」，內指

佛教，佛教裏面的佛弟子，他修那些無我的道理去斷煩惱根本，他把煩惱的根本即是

煩惱的種子都剷除，不論你是外道的斷現行與佛教徒的斷種子，「皆須先得如前所說

奢摩他定。」你都要先得到「奢摩他」定，即是什麼？你要修到什麼？入了初禪近

分，如果連初禪近分都未入得到的，你就沒得講，學一下就可以，那些叫做隨順一下

就可以。「故前所說此奢摩他，是內、外道諸瑜伽師伏斷煩惱所依根本。」一句。他

再囉嗦一些，所以前面所講的那種什麼？

那種「奢摩他」，即是初得到那種「奢摩他」，「是內、外道」，「內」就佛

教，「外」就是那些外道，「是內、外道」所有、所有修禪定、修觀的人，「伏斷煩

惱」，外道就「伏」，壓低它，不能夠剷除，「斷」就永遠剷除，煩惱，一伏，佛教

徒就「斷」，不論外道的「伏」或佛教徒的「斷」煩惱，都是依據那個「奢摩他」做

基本的。如果連「奢摩他」都未修得到，就沒有得搞的，「又大、小乘諸瑜伽師，亦

皆須修此三摩地。(中略)故此「奢摩他」，是一切修觀行者共所行道(的)最要根

本。」不止內、外道都是一樣，修小乘與大乘都是任你怎樣修，都是要得到這個初禪

近分的「三摩地」之後才有得講的。

跟住又有一個問題要問了，你整天修「奢摩他」，修止，你整天修止了，修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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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整身起輕安了，那意義何在呢？有什麼意義？一世那樣修，修到全身起輕安了，意

義何在呢？要解答那個意義。「生此三摩地奢摩他作意，義雖多種，然主要者是為引

發毘缽舍那之證德。」一句。我們要修到生出這種「生此三摩地奢摩他作意」，「作

意」即是定，「義雖多種」，它的意義有多方面意義的，但是最主要是什麼？「然主

要者是為(了)」什麼？「引出(發)毘缽舍那之證德」。修「毘缽舍那」是可以證果

的，引出「毘缽舍那」那種證果的力量。「證德」、證果，證什麼？

證到初果、二果、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與大乘的什麼？初地、

二地、三地乃至到十地，最後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果。這種都是叫做「證

德」，他說什麼？如果你修止成功，最大的意義就是修觀，修觀又有什麼用？修觀就

起這種「證德」，「證德」，什麼叫做「證德」？能夠證得證果的力量，所以他就總

括了。無相有現觀，有相也有現觀，

聽眾：證觀與現觀都是一樣？怎樣……

羅公：「三摩地」是嗎？他這裏其實說「奢摩他」作意就夠了，他又加一個「三摩

地」，何解呢？我解給你聽，這些很緊要的，「三摩地」這個字梵文就是

sam dhiā ，是嗎？sam dhiā 是什麼來的？sam dhiā 這個字是有兩種不同的解

法的， 一種就是指「思」，就是五十一個心所裏面有一個叫做定心所，五個

別境心所，一個叫做什麼？信、什麼？

聽眾：精進。

羅公：是精進.

聽眾：念、定、慧。

羅公：念，是嗎？

定、慧、定心所，那個定心所是什麼？即是我們心裏面有一種力，有一種

energy，一種 power，一種力，這種力能夠控制住我們的心，控制著我們的心，令

我們的心不要分散，集中一點，這種力量就叫做 sam dhiā ，這個 sam dhiā 如果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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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譯，就譯做什麼？譯做「等持」，這個「等」字，這個「等」是何解？那些人解

作平等、平等，所謂「平等」是這樣平等法，前後剎那，前後剎那將那個心相似，後

一剎那個心與前一剎那的心很相似，即是好像你前一剎那正在觀阿彌陀佛，後一剎那

仍然是在觀阿彌陀佛，佛的樣子都是相似的，這樣前後生剎那相似，又沒有東西隔開

它？

相續、連續，一路一串那樣，第一個剎那、第二個剎那，第三個剎那、第四個剎

那，每個剎那都相似、相續，這種相似、相續的情況的情形就叫做「等」，「持」就

是執持，抓住它，令到它不要散了去，就叫做「持」，這樣所謂 sam dhiā 的字就譯

作「等持」，簡單些來譯，「剎那」兩個字就很多人譯「念」的，前念後念相似，相

續，這樣就容易記了，是嗎？前念與後念都是相似的、兩念相似，前念、後念相似、

相續就叫做「等持」，等持是我們的心裡面的一種作用來的，「心所」是將我們的心

作用的。

這樣就容易記了，前念與後念，一念、一念起那麼短的時間就叫做等持。是嗎？

這是「三摩地」的一個解法了。三摩地的舊譯 sam dhiā 那個 dhi 字、尾音，本來

sam dhiā 這個 dhi 字的尾音就讀得細聲一些的，sam dhiā 那樣，中國人就喜歡什

麼？略了那個尾音，就叫做 samā，samā就譯做「三昧」了，他又得了個中的「三

昧」了！

即是入了那種東西的定那樣了，是嗎？譬如你現在觀想，觀想整個千手千眼觀音

在這裡，成個伶伶俐俐的，你什麼都不想，只是見到他，你就叫做什麼？入了「觀音

的三昧」了，是嗎？如果你的心什麼都不想，只是想著一盆火，呼呼地整日那樣燒，

那就叫做什麼？「火光三昧」了，很簡單的！那些人故神其說，又說如何了不得，有

什麼了不得的？

入「火光三昧」你以為真是我想火燒，連床裏面的被都燒了才算？當然如果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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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入火光三昧入得、入得很純熟的，你對著那種東西入了定，想住它，火燒它！火燒

它！這樣會起火的！修神通都是這樣修的。會起火的，火燭、火燒的時候，宗喀巴那

間寺火燭，那些徒弟都呼喊著去救火，你知道，西藏要下山打一桶水行上來，由山腳

走到山腰淋，你說要多少桶水才夠火燒？他宗喀巴你們弟子去救火你就儘管救，他走

入房，關上房門，他入定，入定什麼？他入定什麼？

修水輪三昧，這是他的傳記說的，修水輪三昧觀什麼？那些「水大」的極微，不

斷地湧現，遍佈整個寺門，都是那些水，佈滿了水，那些火都不用淋，火就自己就熄

滅。他有這個故事。日本人又有一段這樣的故事，一個密宗和尚與另一個外宗的和尚

在天皇面前鬥法，其中有一個什麼和尚就入觀，入了火的觀，他坐在那裏觀，能夠觀

到那個天皇的殿角起火的，後來這個密宗師父他又修觀，觀熄了它。好像是這樣上

下，日本有這回事。

有很多這回事的。有一個都是我的老師來的，都是師父來的，密宗的，是紅教密

宗的，叫做王家齊，在南京做國民黨的監察委員，王家齊，他就住在，他在抗戰的時

候，中日之戰的時候，他住在重慶，重慶就很多竹織批盪的屋，那些屋就最容易失火

的，一燒了就沒得救的，在重慶的時候就火燒，火燒不知誰看到呢？一個我的你說他

師兄也行，大家(他)在那裏教書，我與他是同事，但是我也聽過他講課，這個人叫做

羅香林，你識不識？見過沒有？羅香林在香港大學教書的，羅香林呀！

我在香港大學教書都是羅香林約我的，羅香林就對我講，羅香林與王家齊就隔離

住，大家一人一間竹織批盪的屋，誰知隔幾條街起火，火燒，人人搬屋，那個王家齊

不搬屋：你們幫，你們搬，我不搬，他在佛面前有一個缽裝著一缽水，他有那些柳枝

還是什麼，他修密法，用那些楊柳，他拿幾塊楊柳葉放到水裏，他爬上屋頂，念念有

詞，一路將那些水揈、揈、揈，向著那些火揈去，原來揈著揈著，忽然間一陣風起，

一路吹過那邊，吹到江邊那邊，重慶一條江的，吹到江邊的沙灘，那裡沒的燒了，它

不吹過這邊，吹過那一邊，那些火就燒到江邊就熄了。王家齊有一回這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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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他，他整日修、他整日修蓮花生大士法與四臂觀音法的，可能他就是念四臂觀

音，拿住那些東西他走到佛像前面，拿著那缽水，一路這樣念，一路揈，看著它那些

風就吹去海(江)邊了。即是這些事，很多有這些故事的，你做都得的，如果你肯做。

〈聲聞地〉教你什麼？教你離開地飛都可以的，他教你整日入觀，只用「奢摩他」不

行的，要用「毘缽舍那」，修「毘缽舍那」，修那種觀，外道修那種觀，那些巫術師

修他們那種「毘缽舍那」，可以怎樣？令你病的，邪觀，觀都有邪性的。

聽眾：如果那個人被他整的時候……

羅公：什麼？

聽眾：如果他是這樣用這個法，我不知有沒有這個人，我要你死，我要你死那樣，但

是對這個人……

羅公：這個人福德太大的他整不到的，

聽眾：可能他……可能他自己……

羅公：你自己要受的，要他行衰運就可以，如果他當紅的時候你就衰了，那個巫師搞

不定。那個施術的人搞不定，他當衰，將近要當衰就行，如果你剛好遇著整日

念佛的人，你就當衰了。那種人整天念佛的。

聽眾：整不到？

羅公：不止你整他不到，怕你要受回頭。

聽眾：自己反而要受。

羅公：是。念住佛或者念住〔咒〕就不怕這種東西的。好了，我們看回這裏，這個三

摩地是一種了，第一種是狹義的，第二種廣義的，入了定的狀態，即是入了定

了，那種狀態，那種 state，那種狀態就叫做三摩地。明白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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