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此三摩地奢摩他作意」，即是指「奢摩他」，「義雖多種，然主要者是為引

發毘缽舍那之證德。」下面他講「毘缽舍那又有二種」，你們將來自己選擇了。一、

內，第一種，「內外、大小乘所共(的)，能暫伏煩惱現行，」我加了一個「的」字令

你們容易理解的，那種「粗靜行相(的)毘缽舍那」，第一種。我先解釋這一種，

「內」就是佛教，「外」就是外道，「大」就大乘，「小」就小乘，內道、外道、大

乘、小乘所共修的，那種是什麼？

那種能「能暫伏煩惱現行」，〔能將〕那些暫時出現的煩惱先行壓倒的，那種

「粗靜行相」，下地就粗，上地就靜了，那種那樣的「毘缽舍那」，「內道」都修

的，現在很多，現在很多人修禪不就是這樣修嗎？現在那些整天打坐的人，烏凜凜不

讀經那些，念「不生」就好了！好了！就是「奢摩他」了。第二種了：「唯佛弟子內

道別法，畢竟斷除煩惱種子，修習無我(真實)真實行相(的)毘缽舍那。」第二種就只

是佛弟子修的，「內道別法」，內道即是佛法，佛法裏面的一種特殊的修法，這種特

殊修法有什麼用處呢？

「畢竟斷除煩惱種子」，「畢竟」者即是徹頭徹尾，徹頭徹尾，英文是

thoroughly，由頭到尾都是這樣的，都可以的，徹頭徹尾。畢竟能夠斷除煩惱種子

的，連種子都從根拔起，「修習無我真實行相」的，整日修，修那種無我的觀，那種

「毘缽舍那」，這是第二種。這種是剷除煩惱種子的。「前是圓滿支分，」上面有一

個「圓」字點了一點，那個不要了，是嗎？因為多了一個「圓」字在那裏。

聽眾：多了在那裏。

羅公：「前是圓滿支分，非必不可少，後是必不可少之支。」一句。

「前」即是前面的那種，是什麼？下地就粗，上地就靜了，這種是什麼？「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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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分」，「圓滿」即是英文的 complete，「支分」就是階段，前面那個，那種修，

佛教徒修前面的那種就視它為什麼？是求其完美的階段而已，並不是必須如此的，但

外道就不是，是認為必須如此的，佛教徒就認為這些不是必須的，你不修都可以的，

是圓滿階段，即是求其完美而已，因為不是一定要完美的。譬如我有衣著，有食就夠

了，這樣衣食就必須，但是著衣服要著英國的最靚的，吃東西要餐餐吃牛排，這些就

是求其完美而已，求其有得維持生命力，這是必須的，這些修那些四禪，一定要這樣

修，不過是求其完美而已，不修都可以的。即是說什麼？初禪近分就必須要，初禪根

本分以上就不修也沒有大問題的，不修你漸漸地自然就會入到的。圓滿支分，西藏人

叫做什麼？叫做圓滿次第，「後是必不可少之支」，「支」就是「支分」。

一定的，即是基本的，最基本的不可少的那部分的階段，這個「支」就是階段，

西藏人叫做什麼？那些密宗的人叫做「生起次第」，即是最基本的，那個 basic的，

最基本的階段，這只是說什麼？這個修無我觀的「毘缽舍那」那些就真是要的。然則

初禪近分那些「奢摩他」要不要？要！這是基本的一定要，要了之後，你修無我觀就

可以正確了。不是一定要入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根本位的。你修也可以！這個

圓滿次第，求其完美，這樣好些。即是你買了屋，整套好的傢俬都很好，不整也可以

住的，是這樣解。「故求解脫者，應生能證無我真實(的)毘缽舍那。」所以一個「求

解脫」，這個「解脫」指涅槃，真正求得解脫的，即是應該生起什麼？那種什麼？

「能證無我真理的」、「真實」即是真理，能夠證得無我真理的那種「毘缽舍

那」。何解要這樣？「以若得前說第一靜慮未到地(的)攝正奢摩他，縱未獲得以上靜

慮及無色奢摩他，然(即依彼、即依彼)即依彼止，修習勝觀，亦能脫離一切生死繫縛

而得解脫。」這句很重要，「以」，「以」就是因為，何解說初禪根本分、第二禪的

根本分你不入都可以？

「以」就是因為，因為「以若得前說第一靜慮未到地攝(的)正奢摩他，」他說如

果一個人，修到前面所講的，「第一靜慮」即是初禪，修到初禪近分未到地，現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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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名詞太多了，近分又名叫做「未到地」，未到地即是近分，即是預備班，即是未

到根本那裡的，所以你如果自己看，你看到這些：忽然間又說根本、忽然間又說近

分，忽然間又說未到地，怎樣搞？

巧就巧在這些，是嗎？你來聽，一聽你就明白了，不是你自己看，好像是，又好

像不是，就是不能決定，如果修到未到地，即是修到近分了，「攝」即是未到地，即

是屬於未到地的那種「奢摩他」，即是上文講的那種得了輕安的那種了。如果一個人

修到這裏，「縱未獲得以上靜慮」，縱使一個人修不到初禪根本分，亦不能夠入到第

二禪、第三禪、第四禪，都入不到，縱使他入不到，「及無色奢摩他」，「無色奢摩

他」即是無色定，「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

想定」，縱使無色定他入不到，你不要以為他就無用，他比你們那些盲修定的好得

多。

「然」、這樣，這個「然」即是英文的 however，雖然是如此，「即依彼

止」，他這個人修就依據那種止，那種「奢摩他」了，初禪近分的「奢摩他」來修習

正觀、修習一種殊勝的止觀，他「亦能脫離一切生死繫縛」，亦可以得到「脫離一切

生死繫縛」，如果用禪宗的話來講就叫做什麼？了生死，亦都可以做到了生死「而得

解脫」，「解脫」即是涅槃，得涅槃的。這樣即不是一定要，一定要入到初禪、二禪

根本的，大可以放心，那些不可以入到第三禪怎麼辦？不要緊。而且他證果的多數是

在初禪的近分處證，「若未通達、未能修習無我真實，僅由前說(的)正奢摩他，及依

彼所發(的)世間毘缽舍那，斷無所有下一切……」不是！「斷無所有下一切現行煩

惱，得有頂心，然終不能脫離生死。」這個是怎樣？即是你一味修禪定而不修無我

觀，你就不能脫離生死的。

那時怎樣？「若未通達、未能修習無我真實」，如果一個人，未能通達這個佛經

裏面的那種無我的道理，亦未曾真正修習那種無我真理的觀的「毘缽舍那」，「僅由

前說正奢摩他」，他修來修去只是前面，以為……不是！他不修觀只是以為修到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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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禪近分，依據初禪近分繼續修下去，繼續修下去，入了什麼？根本分，初禪、二

禪、三禪一路這樣，「及依彼所發世間毘缽舍那」，以及他修什麼？「依彼」，依據

那種「奢摩他」，依據前面所講的「奢摩他」所發出來的那種「世間毘缽舍那」，

「世間毘缽舍那」即是下地粗性、上地靜性的那種「毘缽舍那」，這樣都有些好處

的，好處是什麼？

「斷無所有下一切(的)現行煩惱」，他能夠可以，你這樣修，可以令到什麼？

「斷」，這個「斷」字是我注在旁邊：是暫時斷伏，是嗎？「斷現行」，壓伏現行，

壓伏哪些現行？無所有處下面的那些現行，無所有處是什麼？三界九地，最初的地是

初禪，是嗎？初靜慮，下面第二、第三、四，這個是色界，下面無色界，無色界：空

無邊、「空無邊處」，上面，識、寫落這裡，「識無邊處」、再上一層「無所有

處」，他說如果你修下地粗性，上地靜性，一路修，一路修，你可以修到什麼？一入

了初禪就斷除欲界煩惱了，是嗎？

再入第二禪就斷除了初禪煩惱了，到你入到第四禪就斷除第三禪以下的煩惱了，

當你入到「空無邊處定」的時候就四禪煩惱都沒有了，再上多一級，「識無邊處」就

連「空無邊處」的煩惱都沒有了，當你再修，修到無所有處就連到「識無邊處」以下

煩惱都沒有了，只剩下兩種煩惱而已，一種是「無所有處煩惱」，再高些就是「非想

非非想處」的煩惱兩種。很少煩惱了，這些是真正是高級神仙了。

這樣你一路這樣下地粗性、上地靜性一路這樣修，就可以修到「無所有處」以下

的煩惱都可以斷除，但是，這即是說「無所有處」的煩惱都可以斷，高級些的「非想

非非想處」煩惱你不能斷，因為何解？因為要用更高級的來斷它，「非想非非想處」

是最高級的了，就要叫做「有頂」了，「有」即是三有，三有之頂，欲界、色界、

「三有」即是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之頂點了，沒有東西高得過它了，除非你想

高得過它是什麼？那就是阿羅漢果、涅槃。是嗎？但是你未得到涅槃，即是最高就

「非想非非想」，人「非想非非想」你只可以斷下面的煩惱，不能斷你自己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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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他這種人斷無所有，這個「無所有」即是無所有處了，以下的一切現行煩

惱，無所有處以下的，所有、所有的現行要起煩惱你都可以壓倒它，那你又怎樣？進

一步是什麼？得有頂心了，入了「非想非非想定」了。你讀佛教史，你讀到釋迦佛出

家，最初又去見到那個什麼？阿羅邏伽藍，鬱陀羅摩子(Udraka R maputra)ā 這個就

說入到「無所有處」就是涅槃了，那個要什麼？「非想非非想處」就是涅槃了，佛就

說全部不行！那樣說。

怎樣不行？你讀到這裡就知，入到「非想非非想處」就最高了，但是你只是下面

那些煩惱你斷清了，你壓伏了它們，你自己那一級的煩惱你壓伏不到，這樣即是仍然

有「非想非非想處」的煩惱，而且你〔定中〕壓伏，你一出定它又起了，他說，你不

究竟，所以他說我自己來搞，不聽你講了.他走去菩提樹下來到……不是！他自己走

去修苦行。斷除了無、暫時斷除的，只伏現行，「無所有處下 (面的)一切現行煩

惱」，這樣就得到什麼？「非想非非想」的定了，有頂心了。這種人「然終不能脫離

生死。」這種人不能夠了生死的，何解外道不能夠了生死的？不行就是因為這樣了。

所以你們要講佛的，萬一說好像外江佬那樣，了生死，了生死，好像「了」那樣，你

問他怎樣「了」？怎樣叫做「了」？他張大嘴得個窿，他講不出的。

你要了解這些，何解不能了？因為「非想非非想處」的煩惱不能伏。所以一定要

入到這麼高的定，都好，作用不是很大，換言之，如果你今天結婚了，穿上一件禮

服，如果你是女人就披上紗，去政府處，去法院註一個冊，我是正式的太太了，這樣

是好的，是嗎？但說你說我沒有錢，連婚紗都沒有也一樣可以結婚的，你就走去註

冊，是呀！我兩個都窮光蛋，要結婚，有誰反對你結婚？是嗎？所以著件禮服那些是

求其完美，是什麼？是圓滿階段，記住這個基礎的基本階段，就是你兩個互相歡喜，

最緊要這個階段。

這樣，所以大家都不用害怕，我都入不到二禪、三禪怎麼辦？初禪近分入不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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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到第二世，慢慢入都不遲的，初禪近分，入到初禪近分就可以了，而且這樣初禪近

分可以證果，就在那裏證的，不在初禪，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在大乘證果就在

第四禪，大乘見道，其餘小乘的不用第四禪的，在初禪近分都可以，因為何解？在初

禪近分一入觀，他自然，二禪、三禪自然進上去的！不用學的！不用練習的，「故預

流、一來，一切能得聖道(的)毘缽舍那所依之奢摩他，即前所說第一靜慮近分所攝正

奢摩他。」所以那些證了預流果的人，不是說在初禪可以證預流果的人，不是說初禪

近分可以證預流果，縱使你證了預流果，即是在二禪、三禪、第四禪裏面證得預流果

了，但是你說想再進一步修觀，要退下來初禪近分修的，因為何解？

你入到根本定就會像木頭一樣的，你的智慧沒有活動的，你要再下來初禪近分你

的智慧才有活動的，所以預流果的聖人雖然你證得預流果，一來果的聖人雖然他證得

一來果了，「一切能得聖道毘缽舍那」，他想再進一步，修進一級的聖道，聖道即是

無漏智的活動。修那種無漏智起的觀都是依據什麼？都是要依據初禪近分。「所依之

奢摩他，即前所說第一靜慮近分所攝正奢摩他。」這個初禪近分的「奢摩他」是如此

厲害的。下面讀完它就行了：「如是當知一切頓證諸阿羅漢，皆依前說正奢摩他而勤

修習毘缽舍那」，那些「頓證(的)諸阿羅漢」，當他進一步攀上去修的時候，縱使他

修了第四禪他都要下來初禪近分那裡修觀的，這樣修觀然後再上去才是證阿羅漢果

的。下面第二行：「故若身中未得前說奢摩他定，必不得生緣如所有或盡所有毘缽舍

那真實證德」。

又得一個結論，故此，若，這個「若」即是如果，如果「身中未得」前面所說的

初禪近分的「奢摩他定」，你證再高級一點也可以，但是最低限度要有這個初禪近

分，這樣就「必不」能夠生起的那種智慧，那種什麼智慧？「緣如所有」，「緣」即

是認識，認識這個「如所有性」，即是什麼？真如、真如、勝義諦，真如，小乘就是

四諦，大乘指那個勝義諦、真如，「盡所有性」即是那些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那些

一切有為法，「如所有性」是指那些真如，「盡所有性」是一切有為法，都不能夠、

一定不能夠生起觀察無為法與有為法的那種、那種「毘缽舍那」的力量的「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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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面又得結論：故瑜伽師「總應先生正奢摩他，」所以一個修行瑜伽的，修行禪

定止觀的人，瑜伽師總是應該要，「總」、那個「總」字即是英文的 always，總是

要怎樣？應該先生起「正奢摩他」，即是初禪近分做基礎的那種「奢摩他」。

「次即依彼，」得到這個「奢摩他」了，然後就以它來做依據，用它做 basis

了，做依據了，就走兩條路，隨便一條你揀，第一條，「或由粗靜行相毘缽舍那，漸

進諸道乃至有頂，」一級一級，下地就粗，上地就靜，一級一級地「漸進諸道」，一

步一步地進，乃至一路可以得到「非想非非想處定」的，這是第一條路，世間道；第

二條道是怎樣？二，「或由無我真實行相毘缽舍那，」這個「行相」當觀，「無我真

實觀」的那種「毘缽舍那」，漸趣解脫，一步一步路那個我執、法執漸漸剷除，慢

慢、慢慢，逐步、逐步來，趣向涅槃，解脫即涅槃，「或一切智」，就那個脫離生死

的角度來講就叫做解脫、叫做涅槃，就它的智慧來講就叫做一切智，一切智即是證涅

槃的智。就那個脫離生死的角度來講就叫做解脫、就叫做涅槃，就是那個智慧來講就

叫做一切智，一切智即是證涅槃的智。「是佛教中總印所印。」

這一點即是兩條路給你走，叫你選擇。就是佛教中的、「總印」即是不論大乘、

小乘大家都印可的、認可的、「所印」的。「故隨修何種瑜伽，皆不應違越，」所以

任你修哪一種禪定，哪一種止觀，「皆不應違越」，都不應該違背這個規矩。先得了

「奢摩他」然後再講，未得的時候你說我都學一下修，可以，但是要得以修得「奢摩

他」為主。今日講到這裏了，是嗎？

聽眾：是。

聽眾：1989年 9月 17日。

羅公：「顯示別趣世間道軌」是嗎？「顯示」即是他指示，即是他告訴你，修「奢摩

他」，上文講修「奢摩他」就是兩條路，一條是走去證出世果的路，是嗎？一

條就是世間道，一路入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不能夠剷除煩惱的，他現在

先講趣世間道的。至於出世那條道就慢慢然後再講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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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那條路，那條路很多人都知道了，小乘就觀四諦，大乘就觀空或者觀唯識，

現在他先講世間道的。「道軌」即是那條路，就分兩點，第一點：「顯往粗靜」、

「顯往粗靜相道先須獲得正奢摩他」，第一點。「顯」即是指出，指出如果我們走這

條世間的路，世間的路就是觀什麼？觀下地就粗，上地就靜，要捨棄下地而入上地，

這條路，下地粗性、上地靜性這條路，如果你走這條路都要什麼？一個先決條件就

是：「先須獲得正奢摩他」，即是說你要修「奢摩他」成功然後就再走這條路，如果

修「奢摩他」不成功，就連初禪、二禪這條世間的路你都走不通，這即是告訴你，一

定要你修成得輕安之後才有得討論，不得輕安之後就沒得講，全部都是騙人的，是

嗎？

第二、然後是什麼？「依奢摩他離欲之理」就說明。何解依據「奢摩他」即是修

定會把我們的欲，欲念壓倒呢？「離」者、就是離開，「離」有兩種，一種會暫時

離，世間道就是暫時離，一種是永遠離，叫做出世道，不論出世道、世間道，修「奢

摩他」都可以離欲的，這就說明何解，什麼道理可以離欲呢？他就解釋給你聽。「今

初」，現在講第一點，「往粗靜相道先須獲得正奢摩他」。講這一點。

下文：「若未得正奢摩他，必不能生初靜慮之近分；未得近分，定不能得奢摩他

故。」這個下面的「奢摩他」就是指初禪、二禪以前的根本定，即是告訴你，如果你

不能夠修定修到輕安起了之後，「奢摩他」成功，你就不能夠入初禪近分，因為初禪

近分者，是指你起了輕安之後，輕安充滿之後，那時後才叫做初禪近分，如果你說我

不得初禪近分。不得初禪近分你就不得定，不能夠入定，瑜伽那些修定，佛家這些。

如何斷得到煩惱？是不能斷到的，只是暫時壓住。譬如你拜懺那樣，正在拜的時候就

沒有，就不起煩惱，拜完之後你的煩惱一樣會起的，你說：那時我在念阿彌陀佛。念

的時候就沒有，你不念的時候又起了。你想剷除煩惱一定要在「奢摩他」裏面才能夠

剷除煩惱，我這句就老實話講給你聽，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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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講，說你行的！行的！行的！老實講給你聽，我就是騙你的。現在很多

人就這樣騙人，可以的！可以的！其實虔誠拜懺就可以了，虔心念多些佛就行了！這

些叫做方便之談，他是在騙你，實在他不告訴你真話，我現在就講句真話給你聽，即

是說你這樣不行！你說，這樣豈不是整盆冷水潑下來？潑你就潑你了，有什麼辦法？

是嗎？

好了，這是第一點講給你聽了。講給你聽，你想行世間道都要學到修「奢摩

他」，修到初禪近分才可以。第二就說明什麼？依奢摩他離欲的道理了，何解你修定

能夠把你煩惱的欲，這個「欲」是指什麼？色、對色、聲、香、味、觸所起的欲望，

叫做欲念，就著重指欲界。你說：色界呢？雖然色界都算，不過我們先搞定欲界，是

嗎？色、聲、香、味、觸包括了很多東西，喜歡聽那些美聲，喜歡聽現在那些呯呯嘭

好像拆屋的聲音，「聲」，「色」、「色」者，五顏六色的色，女色也是色；嘭

「香」就是味，我們普通就喜歡香味的。啊！這些真是香了，就是香味；是嗎？嗒

(嚐)那些味了，色、聲、香、味、觸這五欲就包括了外面的欲望，差不多所有都包括

了。男女之欲是不是？男女之欲也是色、聲、香、味、觸而已，除了色、聲、香、

味、觸，哪裏還有男女之欲？「離欲」即是離這個色、聲、香、味、觸的欲的道理。

下面講了：「能引離欲(的)毘缽舍那略有二種，(謂內，不是！)謂由諦行相及由

粗靜相離欲之理，」一句。這句很容易解，能夠引，能夠引出，即是能夠令到我們離

欲的就要修「毘缽舍那」，要修觀，這種能夠引我們離欲的「毘缽舍那」就總共有兩

種，即是上文講過了。哪兩種呢？第一種就由：「由諦行相」，觀苦、集、滅、道那

四諦，四諦總共有十六個行相，觀這個四諦的十六行相而離欲的，這個是出世道。四

諦的那個十六行相，我們現在不是修小乘就暫時擱置都可以的，是嗎？

不過如果你修小乘就一定是修四諦十六行相了。苦諦有四相、集諦有四相、滅諦

有四相、道諦有四相，那十六行相。修這個十六行相觀就可以斷除煩惱，連煩惱種子

都可以剷除的，這個是出世的路，這就是出世的路了。「及由粗靜相離欲之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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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道，那些外道，下地粗，上地靜那些，那些婆羅門以及那些什麼？現在那些道教

那些。「此說由其後道離欲。」「此」即是這裏，現在、現在所講的，「由其後

道」，後面的那條路，即是什麼？

「由粗靜相(道)離欲之(道)理」就講給你聽，好了，是哪一種人修的？你看看：

「修此之身，謂未少得無我正見諸外道眾，及正法中具足無我見者，二所共修。」這

種世間道並不是說一定是外道修的，佛教徒，內道都要修的，「修此之身」，修、修

這個「此」，「此」即是這種禪定，這種世間禪定，修這種世間禪定的身，即是眾生

的身是什麼？

一種是這類人，兩種人：第一種是「未少得無我正見(那些)諸外道眾」，從來都

未有得過少少的無我正見的這種人，這種人修這種世間定就適合了，這種人就是〔適

合的〕。如果你是學英文的，很容易買到那些瑜伽書，走去那間 Coles(bookstore)

有很多瑜伽書，十本八本在那裡，十種八種都有，不用師傅教的；第二種就是什麼？

正法，「正法」即是指佛教，「及正法中」，即是佛教裏面，「具足無我見者」，已

經具備了無我見，即是那種空觀無我觀的見解，這種人亦修。何解這種人都修呢？

因為他想，普通修、修止觀就是在初禪近分就可以了，但是他真正見道，真正證

果，真正證羅漢果一定要上到第四禪的。所以他修到「奢摩他」成功他就跟住，不是

必須要，不是一定要即刻證果就不需要，如果趕快要證果的就要兼修這一種，你在這

裏修止的時候，漸漸地無意中就入了初禪，漸漸地無意中他就入了第二禪了，好容易

就一路上了。你下文就知道了，這是兩種人共同修的，這種世間道，所以你不要小看

它。所以切不可說這是世間道，我們不修的，不是，都是要修的。「彼修何道而斷煩

惱」？「彼」即是這兩種人，修什麼道而斷煩惱呢？

這意思即是怎樣？修世間道裏面用什麼方法來斷煩惱呢？這個「彼」字是指兩種

人。這樣「斷」呢？外道的「斷」是暫斷，暫時斷；佛教的那些「斷」是除其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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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斷」是兩種，暫斷、永斷這一類。暫斷者，暫時壓伏它的現行，現行即是出

現，出現，大石壓草，永斷就連種子都剷除，所以暫斷是伏其現行，所以在佛經裏面

時時用一個「伏」字，「伏」，壓低它，你一放手它就起來了，這個「永斷」普通就

用個「斷」字，有時是這樣，所以你一看的時候就要看看上下文了。怎樣伏？或者怎

樣斷那些煩惱呢？

他舉出《瑜伽師地論》裏面的〈聲聞地〉這樣講：「如〈聲聞地〉云」，即是彌

勒菩薩講的《瑜伽師地論》裏面的〈聲聞地〉，「〈聲聞地〉云：為離欲界欲，勤修

觀行諸瑜伽師，由七作意，方能獲得離欲界欲。」一句。那些為了想離開欲界的情

欲，而「勤修觀行」的，「觀行」即是止觀，那種那樣的瑜伽師，那些修定的人叫做

「瑜伽師」，這種瑜伽師「由七作意」，七種作意，這個作意就當「定」，由七種

定，然後就能夠把煩惱壓伏或者剷除的，剷除煩惱。這樣就七種作意。何解修定會離

欲呢？因為修定有七種「作意」，七種作意即是我們在定裏面修觀的時候，那個層次

有七級的、七級，即是那個「作意」、那個定有七個層次的，這樣上。「何等為

七？」什麼是「七」？

讀佛經讀到「何等」即是英文的 what are，what are，什麼是那七種呢？「謂

了相」，第一種叫做「了相」作意；第二種叫做「勝解」作意；第三種叫做「遠離」

作意；那是「遠」字；下面那種是「攝樂」作意；第一(四)種叫做「攝樂」，「攝

樂」作意；就到〔五〕「觀察作意」；是嗎？「觀察」，與什麼？〔六〕「加行(究

竟)」作意；最後那種、第七種，加行……不是！第六種叫做「加行究竟」作意；

「加行(究竟)」作意；第七種「加行究竟果作意」。一個「作意」的字就貫通了上面

七種東西的，七種作意。這樣就是複雜一些了，是嗎？你們留心聽我講，你一定明白

的！沒有不明白的！

我從未有人試過肯留心聽而不明白的！是嗎？是呀！你說聽一次又隔兩次又再聽

一下，這樣你就一定不明白了！如果連續聽是一定明白的。逐種作意你會明白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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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這樣，你修定你將來就知道，這七種作意在初禪近分處，到你〔達到〕第六種作意

的時候，你就過了！過第七種的時候，你就會跳，一到第七種作意的時候，你由初禪

近分一下就進入初禪了！初禪的正分、根本分了！

根本分之後，如果你再起首觀就入二禪的近分，二禪的近分又有七個作意，每一

個近分都有七個作意，一到第六個作意就一下就進到第七個作意，一到第七個作意就

入了二禪的根本分了，到差不多上下，你將近入初禪的時候，就在二禪出，又經這七

種作意，七作意又在第三禪的近分，在第三禪的近分，那七作意，來到第六個作意一

進就入第七作意，入第七作意就第三禪，第三禪也是如此入第四禪，這樣入。你修止

觀，單修止、單修觀就在第一個至第五個作意處修的，到第六個作意你就可以修什

麼？止觀雙運了，即止、即觀第六個作意了，你如果一瞭解它，你肯實際試一下，你

會很快樂的。他告訴你，那七重作意「最後作意是證離欲根本定時所有作意」。最後

的第七種作意，就是什麼？止觀雙運，就體驗到離欲了！「證」即是體驗，直接接觸

地體驗到。

體驗到什麼？體驗到離欲的狀況了，真正、真正地壓伏那種欲，如果外道就這

樣，佛教徒就真正的知道那種欲，剷除了！那時候就入了根本定了，由初禪近分一進

就入了根本定了，根本定了，明不明白？即是我們現在講。一入到第七個作意就入根

本定了，在根本、未入將入，未入根本定的工作就是剷除煩惱，一入了根本定你就體

驗到沒有了煩惱那時的那種狀態。「即所修果」，這種根本定即是那第七個作意就是

你所修的果了，所以叫做「加行究竟果作意」。即是說那七重作意、七重定，第七重

就是果。前六重是怎樣的？「前六作意是能修因。」能夠修而得果的因。前六，六因

一果，這裡聽不聽得明白？你聽不聽得明白？

中間這裡我略了很多，因為那些不等使(不重要)的我略了它。「謂由修習欲貪對

治而斷…」這個「斷」是外道的暫斷，「而斷煩惱」，我們修這種世間定就是什麼？

是由修習這種定要做什麼？要來對付的，對付什麼？「欲貪對治」，對付那些「欲

貪」的，「欲貪」、記住，欲界的貪是什麼？就是色、聲、香、味、觸五欲，五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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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而斷煩惱了，如果是外道，那時一入了根本定，這個煩惱就被它壓住、壓低，如

果入這個出世定，你有無我觀，在那裡修無我觀，就在那裏剷除煩惱種子了。「其欲

貪者」，什麼叫做「欲貪」呢？

現在我們整天講欲貪，你要斷欲貪，這樣籠統不行的，什麼叫做「欲貪」呢？下

面就說明了。「其欲貪者，此為貪欲五種欲塵，故能對治(之前六作意)，是於欲塵多

觀過患。」括弧裏面那些是我加下去的補充的。所謂「欲貪」是指什麼？「此為貪欲

五種欲塵」，「五種欲塵」即是色、聲、香、味、觸這五種「欲塵」，既然所對治有

「五種欲塵」，能對治就是什麼？怎樣對治？洗腦，這個是洗腦的辦法了，是能對治

的前六種作意的工作是做什麼？

「是於欲塵多觀過患」，多修觀來觀察這六塵不好，是壞蛋的，不好的！不好

的！整日觀，這樣不就是洗腦？好像催眠那樣，這種這樣的觀法，「違貪欲相而善修

習，由此能於欲界離欲。」當在這七重定裏修的時候，就「違貪欲相」，你所修的

觀，「違」即是相反，與這個貪欲的情形、體相相反的，不斷對付它，好像那些盤尼

西林對付那些病菌那樣不斷對付它，「而善修習」，經過次修，修、又修那樣好好地

修習，「由此能於欲界離欲」，這樣你就能夠離開欲界的煩惱了。

對於色、聲、香、味、觸你會壓伏不起，尤其是對壓伏男女之欲你會壓伏。你一

入定就會壓伏，出定都暫時不起了，會不起的，不起什麼？可能你功夫淺的，就一個

禮拜、幾日不起，過了一個禮拜之後，色、聲、香、味又來了，是嗎？如果你修得好

些的就可能一個月、兩個月不起，第三個月你就搞不定了，是嗎？如果你認真整天那

樣修，每朝修，日日修，你今世都不會起，但難保你第二世不起。何解？

你雖然不起，你一死的時候，那個中陰身就好像做夢那樣，中陰身好像做夢那樣

不由自主的，不由自主它就會起了，是嗎？那個中有身會起的，中有身去到見到，譬

如他作了業要做豬的，入了豬欄那裡，覺得好像宮殿那麼靚，見到那個豬婆、有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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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婆，你看見牠豬邋遢，他看見就覺得比楊貴妃更好，它就撲過去，這樣那個中有就

死了，這樣就入豬胎了，是嗎？沒有辦法。

除非你能夠真的斬斷煩惱，斬斷煩惱你見到豬固然是不喜歡，見到楊貴妃你都搖

頭而去的，他就不能入胎的。這即是說什麼？這種人他不會在欲界出世的，不能夠在

欲界出世的，何解？他不能入胎，是嗎？他不能入胎何以能在欲界出世？結果他如果

想度眾生，去色界，初禪、二禪那裡他不能下來的。豈不是他不夠慈悲？他要救世，

要度眾生，他都不能來欲界，如何來欲界度眾生？

這個是問題來的，是嗎？即是如果你公開講課，剛好有個調皮的就問你，你就

答，你怎樣答？這樣，兩個辦法，一個辦法就是未成佛的，你是菩薩，未成佛的，你

怎樣？故意保留一些煩惱，故意保留一些煩惱，令你還有一些煩惱，還有煩惱你就可

以在欲界入胎了，你見到男女你喜歡的，那些地上菩薩見到男女會喜歡的，你就可以

入胎，保留煩惱入胎，故意保留會有問題的？會不會？不會，何解？

他用般若空觀或者唯識觀，叫做般若，用般若攝持住，攝持住伴住他，即好像一

個蘇蝦仔(嬰兒)顫抖著走路會跌倒，要有個大人整天伴住他，這個「大人」就是般

若。好像伴住一個蘇蝦仔(嬰兒)那樣，不會讓他跌倒。好像老人硬是騰騰震不能走

的，要找一個人在旁邊伴住他，用般若來伴住就不怕的。到了成佛之前，金剛心的時

候就一下就斷了，一種人是這樣。第二種是怎樣？第二種那些已經、他都已經十地圓

滿了，成佛了，是嗎？那種人就怎樣？

他用加持力去受生，譬如他見到這個，他現在要入獄，他不是要用中有身去看母

親，不是的，他是怎樣？他要選定一個人值得做他母親的，那個母親的身體無礙，可

以懷孕的，他就用他的定力，用定力加持他的母親，在定中加持，你那個母胎別人就

覺得污糟邋遢的，那個胞胎，他那個是清淨識變的，加進去變，變起在母胎入面，你

就見到它污糟邋遢，好似豬大肚那樣邋遢，他所變起的就是七寶宮殿，他住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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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七寶宮殿裡，就不是住在污糟邋遢的地方，是這樣的。他用加持力，用識變起在

裡面，是這樣，這是一種人。除了這兩種人就不入欲界了，因為觀音菩薩。

你說，我修聲聞，我現在得到，我已經成了阿羅漢了，我現在回心向大了，這種

不會入欲界的，不能入，何解？你在這裏修，修、修、修，修那四諦十六行相，修到

差不多上下就經過什麼？見道，當你小乘見道的時候就證到人空真如，即是在定中體

驗到那個人、五蘊做成的人是空的，真是體驗到他是空的，這樣，那時候你就叫做什

麼？

證得預流果，證得預流果，證得預流果你就可以不會再入惡道了，普通就不會再

入惡道了，這樣證了預流果還是有情欲的，死了之後他的中有一樣會四圍(處)遊的，

要投生的，他要又怎樣？要再修、再修就修斷除欲界煩惱，初時他修這個出世來斷除

煩惱就證預(流果)了，壓伏那些分別煩惱，斷除那些分別煩惱，壓伏那些俱生煩惱證

得預流果，證得預流果之後他再修，就把欲界的那些很粗的煩惱，很粗的欲界煩惱，

即是五欲的煩惱壓伏、鏟除，直情剷除，剷除那些粗的、高級的煩惱，凡是剷除煩惱

是先剷除那些高級的煩惱，那些低級的很難剷除的，剷除那些上品煩惱。上品煩惱最

厲害的，見到你有錢，貪心起上來他會搶的！上品嘛！他見到一個女子幾靚，他真是

會跟住她入屋的！上品煩惱嘛！如果夜晚沒有人，他會走去隔離撬門入屋都有之的！

他上品煩惱嘛！

如果你證得預流果之後，再修就先斷除了上品煩惱，那時候你就會怎樣？不會

了！不會有例外的東西，不會有這麼粗的古靈精怪東西，但是你還有中品、下品的煩

惱，中品煩惱就怎樣？即是你喜歡那個女孩子，你就寫封信說去告訴她知道，或者是

個個禮拜都約她行街，好像你那些，那些是發乎情，止乎禮儀，即是不會搞出事的，

是嗎？那些還有那類。

這些都是煩惱，那些是中品煩惱，沒有了上品煩惱就怎樣？那些叫做「一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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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嗎？死了之後要再回來欲界一來一次、總共兩次，如果那兩次繼續修行，你就

會證阿羅漢果了，如果兩次不繼續修行，你停在那裏就萬世都不了的！是嗎？如果你

那兩世繼續修行，就把那些中品煩惱都斷除了，即是說那些中品的都沒有了，所以認

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真是很好，雙方都感激很好的，結為夫婦了，那些也

有之。你說他真是要喜歡，要追對方就沒有的，因為他沒有了中品煩惱。

吃東西他是隨量而食，沒有非要吃什麼不可，見到魚翅我就算行五里路都要走去

食碗魚翅，有些人是這樣的！是嗎？這樣就沒有了，吃就得過且過，有什麼所謂？人

生都是既然有得吃就吃一碗就算數了，無魚翅就食豆腐都是一樣是這樣的，那些就叫

做中品煩惱。是嗎？中品煩惱是怎樣？魚翅那些就不吃了，殺生食肉我不幹了！不過

我都要整味好齋吃一吃才行，吃的時候，那些齋很靚！那些都是中品煩惱來的。連中

品煩惱都斷除了，他就不能夠入欲界了，那些是不還果，他沒有辦法入胎，是嗎？如

果你是小乘聖人，你就要在未證一還果之前，證不還果之前就再入胎，是嗎？證了就

不能夠入胎了。

如果你是那些不還果的人，對色、聲、香、味、觸欲界東西他沒有興趣的，但是

他對於那種東西就很有興趣，入定啊！真是爽了！現在入定裏面有輕安，爽呀！爽

了！他有這些不也一樣是煩惱！可以有那一類色界煩惱，到最後他連色界煩惱都剷除

了，就證阿羅漢果了，證了阿羅漢果就怎樣？他永不回頭！是嗎？他都已經沒有了這

個眾生了。所以證了阿羅漢果之後有兩種人，一種就是那些不定性的人，他仍然有大

菩提種子的，他這種人一證到阿羅漢果之後，他想入涅槃之前，還未即刻入涅槃時，

可能還有幾十年的，還有三幾年的。

這樣的時候，佛在世的時候他就聽《般若經》，佛就為這些人說《般若經》，這

種人一聽到《般若經》他就回心向大，那個實例就須菩提(subh ti)ū ，他這裡是須菩

提，須菩提是大乘菩薩來的！須菩提這些是故意入來示現成這樣的，這個不是小乘阿

羅漢來的，這是大乘人物來的，變成這樣。佛在世的時候就是這樣，佛未在世，他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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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善知識，他自然學《般若經》、讀《般若經》，他會回心向大，如果碰不到人就怎

樣？

這件工作普通(通常)就是文殊菩薩做的，你那些人將近想入涅槃，文殊菩薩就走

來阻止你，普通就是這樣的，一定是他的！觀音菩薩就很少做這些事的。觀音菩薩就

救苦救難，這種阻止別人不要入涅槃，阻止小乘的人，指導你的智慧，普通就是文殊

菩薩，到時你將近想入涅槃，文殊菩薩就即刻阻止你：你不要入涅槃，你要修大乘。

普通就是這樣，這種人就會這樣的。講開這些。「由此能於欲界離欲」，明不明白？

「欲界離欲」的道理就是這樣。「此雖無倒了解諸欲……」，下面了，下面他就、下

面講什麼？講那七個作意給你聽了。那七種定，七個層次。

下面起了：「此雖無倒了解諸欲過失(及初靜慮功德)，而有堅固了相定解，若先

未得正奢摩他，(隨久修觀，不是！)隨久觀修此二德失，然終不能斷除煩惱。」這句

要留意了，「此」即是這兩種人，這兩種修止觀的人，一種是修世間的，一種是修出

世間的，這兩種人，「雖無倒了解諸欲過失」，雖然他能夠毫無顛倒地，了解色、

聲、香、味、觸那五欲的過失，而且「而有堅固了相定解」，而且他能夠那個見解很

堅固，怎樣堅固？一些懷疑都無，確是五欲煩惱是不好的，應該要除的，很堅固，

「了相定解」，很明了的，為什麼我們要離開五欲呢？

這種情況他很明了，「相」者，相狀，相貌、相狀，「了」就是了解，對於這個

何解需要離欲他有很堅固的了解，決定的了解，應該這種人很快的，快？無錯，是

快，但是他差一點，要先修到「奢摩他」，「若先未得正奢摩他」，如果他不錯，即

是這種學者，那些什麼教授，那些好好智慧，又例如那些人，譬如他對無我的道理很

了解的，譬如蘇東坡那些，你以為他不了解？

他所差就差在什麼？沒有定心，「若先未得正奢摩他」，他未曾修定修到入到初

禪近分，即是未得到輕安，「隨久觀修此二德失，」任你除，即是任你多久，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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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十年來到修觀，整日修觀，整日去修，修什麼？「修此二過(德)失，」此兩種

「德失」，怎樣「德失」？五欲就失，是嗎？有過失，入定有功德，「德」即是功

德，「失」者，即是過失，佛家「德失」兩個字並舉，就是功德與過失兩個相反詞。

「此二」、「二」就是什麼？上界是「德」，是嗎？下界、第二下界是失，「此

二德失」，是嗎？任你怎樣觀，「然終不能斷除煩惱」，這種人如果他是修外道的，

他永遠不能夠壓伏煩惱的，不會暫伏，如果你修內佛教的，就永遠不會剷除煩惱種子

的。他很堅決地告訴你。「又雖」，這句你明白了。「又雖已得正奢摩他，若無明了

觀察，隨修幾久，亦定不能斷除煩惱。」

好了！「又雖已得正奢摩他」，又有一種人，他雖然已經得了輕安了，得到「正

奢摩他」了，「若無明了觀察，」但是他不修觀，他不修「毘缽舍那」，不修觀，沒

有一種明、不能夠達到一種明了的了相作意，「明了觀察」即是對於這種欲界煩惱怎

樣過失，定怎樣的功德與這個……或者佛家的那種無我的道理沒有一種明瞭的觀察，

「隨修幾久」，任你修多久，「亦定不能斷除煩惱。」這種人、這兩種人都不能夠斷

除煩惱的，外道就不能暫伏，佛教徒就不能斷除。

所以就怎樣？得到一個結論了，結論是怎樣？你們都可以說，「故須雙修止、觀

方能斷除。」不論外道與佛道，都要兩種並修，又要修止，又要修觀，然後才能夠斷

除的。現在的人只是一味修止是不能夠斷除的，還有些人整天都是觀，那些、那些

參，整日猛參，參到腦都痛，那些人也是不能夠斷除煩惱的。

整天懵閉閉那樣來修，固然不能夠斷除，整日緊張來修觀也不能夠斷除煩惱的，

「如是別思上、下諸地功德、過失，善了其相，時為聞(所)成，」時為聞所成慧之俱

行之作意，「時為思(所)成」慧俱行之作意，這一句是正正式式解「了相作意」了，

這一句即是「了相作意」的 definition來的，「如是」、「如是」即是這樣，「別思

上、下諸地功德、過失，」即是捨棄了佛家那些了，「別思」即是另外想，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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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地是靜，下地是粗，靜就有功德，粗就有過失，這樣，這樣想之後就能夠

「善了其意(相)」，好好地了解它的相狀，它的情況，當你這樣觀了，這樣就正在觀

了，當正在觀的時候你怎樣的？「時為聞(所)成(慧之俱行之作意)」，有時你就怎

樣？用聞所成慧，「俱行」即是一齊起，那個「作意」即是定，定與聞所成慧一齊起

的，「俱行」，即一齊起的那種作意。

聞所成慧怎樣起？那時你就怎樣？五蘊是空的，《心經》都有說「照見五蘊皆

空」了，「聞所成」，是嗎？或者你讀這個其他那些經論，裡面教你下地就有那些

色、聲、香、味、觸就會束縛我們，是嗎？我們死了之後就很容易在欲界重生，轉

輪，如果上地，我們就可以在初禪、二禪，我們的壽命有幾劫，我們可以很安樂而有

功德。

這樣，「聞所成」都是什麼？不是真的你理解透徹的，而是師父告訴你的，或者

你拿著那本佛經，佛經講給你聽，「聞所成」。有時就聞所成，「時為思(所)成(慧之

俱行之作意)」，有時就擺脫那些經講，擺脫師傅講，自己想，確是我都想到了，是

這樣了！思所成，自己想到的那種作意，即是說什麼？你修觀的時候，有時就引經據

典聞所成慧，有時就自己想出來的，思所成慧。這樣「故此作意聞、思間雜」了。

所以他這種作意一時就聞所成慧，一時就思所成慧，為思所成慧之後，又再引經

據典，又再聞所成慧，聞所成慧之後又思所成慧，「聞、思間雜」這在那裡想的。你

說，豈不是很辛苦？當你覺得很辛苦的時候你就修回止，停一停，當你不辛苦的時

候，你就觀一下，以上就叫做「了相作意」了。由你聽聞的經教，而將它來消化了，

自己起見解，識不識？你回去讀多幾次，如果你肯讀多些，智與慧有什麼分別呢？幾

種情形，第一種，「智」者，慧的別名，智亦名叫做慧，第一個，第一個解釋；第二

個解釋，無漏的智慧叫做「智」，有漏的智慧叫做「慧」，第二個解釋。第三個解

釋，無分別智就叫做「智」，有分別的就叫做「慧」，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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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有三個解釋，用哪一種解釋？你要看那本書的上下文，不能夠決定智是

什麼，慧就是什麼，有時調亂來用，譬如無分別智，有些經是寫無分別慧的，什麼智

都好，都是那個慧心所來的，別境心所裡面的慧心所。所以學習，學這些至緊要是什

麼？學佛經不是學唯識才行，名相最緊要，名相，那一百幾十個名相你一定要背都背

得出，即是你很簡單的，打麻將你都要記什麼叫做平糊，什麼叫做滿糊，什麼叫做十

三么，都差不多有上百個名詞的！是嗎？

聽眾：有些人可能有慧無智。

羅公：什麼？

聽眾：可能有慧無智都有的。

羅公：如果你的解釋，有漏的叫做慧，無漏的叫做智，如果用這個解釋，那種人就有

漏，就有慧無智了，有一種人。如果你說慧即是智，智即是慧，那麼個個都有

智，老鼠都有智，狐狸都有智，狐狸的慧心所很厲害的！是嗎？起碼你要記，

記一百個，普通你說記一百個那麼少，重要的就有一百個，其次總要記得三百

個左右的。三百個名詞很難記？很容易記，你說打麻將容易還是記三百個名詞

容易？總容易過打麻將，是嗎？打麻將都可以打得叻(熟練)，學佛就不行，即

是你自己不長進啦！是嗎？

聽眾：可能他有些打麻將就叻，但是學佛他就不叻了，他沒有那種種子。

羅公：第一他不夠福，第二他不夠智慧。這種人等他輪迴幾世之後，我慈悲，我加持

你，你五十世之後我希望你碰到我。

聽眾：羅公！三細六粗煩惱，哪三種是細，哪六種是粗？

羅公：什麼？

聽眾：三細六粗，三細六粗呀！

聽眾：三種是細小的，六種是粗重的。

羅公：哦！這樣嗎？哪六種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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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查《佛學大辭典》了！三細六粗，查這四個字，《楞嚴經》的，是嗎？《楞嚴

經》的，因為他說什麼？我們本來妙明元心一片清靜的，忽然間起了一個妄念就叫做

「無明」，無明一起之後，跟住就三種細煩惱跟著起，六種粗煩惱又跟著起了，跟住

起這個《楞嚴》、《起信》的講法。我不是不答你，我答你，一下答錯。這個世界本

來就無這些東西的，一片清淨的，這個世界本來的面目就是 brahman、梵，那個

「梵」是 brahman 這個字，「梵」者，清淨那樣解，一片清淨，但是那個「梵」不

是靜止的，它是會幻的，幻變的，由於這個「梵」幻變出東西出來，於是就由細而

粗，由簡而繁就搞出這個五花八門的世界，所以我們要修行，要回頭，走回去原來那

個「梵」那裏。

這樣，印度一有種思想，這種思想是在何處的？英文好的，你可以行，你能教英

文的，你可以去書局買一本什麼？《 gvedaṛ 》(《梨俱吠陀》)veda，《 gvedaṛ 》有

四種的，一種叫做《 gvedaṛ 》，是最古的讚歌來的，這種思想在《 gvedaṛ 》已經有

了，這種「梵」的思想，再由這種思想一路演變，演變出正統婆羅門的思想，那個

「梵」一幻變，正統婆羅門思想就變起什麼？

《奧義書》裏面幻變出一隻金蛋出來，金蛋，一隻大的、金色的大蛋，這些大蛋

一裂開，裂開裏面就有個大人物，叫做緊那羅，佛教的什麼緊那羅王就是這個名，那

個緊那羅王，大人一個，同一個人，他的身體的眼睛就變成日月；那些血脈就變成江

河大海；那些骨頭就變成山嶽；那些肉就變成泥土，轉化而成為這個世界。身有很多

蟲的，身裏面的蟲就變成眾生，於是就有了這個世界了。

這是正統的婆羅門思想，這種思想是很幼稚的！後來漸漸、漸漸產生，由正統思

想就產生了那些學者，就產生了很多派了，產生了很多派，其中有一派，現在都很流

行的，佛教在印度已經差不多絕種了，但這一派還是很流行，那一派就叫做數論

派，s khyaāṅ ，又叫做僧佉派，譯音，如果譯意就是數論派，如果譯意就數論，數論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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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者，即是將宇宙萬有用數學方法一路一路來分析的數論派，你說：這些外

道！數論派的思想高到極！數論派是什麼？它說，最初就是「梵」，一片清淨，

「梵」裏面含有兩種東西，一幻變，幻變出兩種東西出來，一部分就叫做「自性」，

你不要讀《六祖壇經》就以為自性是這個，不是這個！這個「自性」不是這樣解的，

這個梵裏面幻變出兩種東西出來，一種叫做自性，一種叫做神我，這些在哲學上就叫

做二元論了，二元論了。這個世界即是說，最初由那個梵，梵裡面就包含兩種東西

的，一就是自性，二就是神我，這樣即是中國的一陰一陽，你明不明白？

「自性」者，是物質現象，物質、物質的根源，由自性一發展就變出物質了，一

切萬物，物質的根源，闇鈍的，自性是闇鈍的，自性是「一」的，整個宇宙萬物總共

一個大自性，一個大，一團的，除自性之外，還有很多的神我，「神我」即是靈

魂，soul，s.o.u.l，soul，很多靈魂，靈魂是多的，每一個眾生一個，這個自性的物

質世界，就只有一個而已，無比、無量、無邊那樣多的自性，都享受著那個神我，好

像一堆蜜糖被無數的螞蟻圍住，無量無邊的自性，大家都享受著那個神我，本來相安

無事的，一陰一陽，你讀《易經》：「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嗎？如果這樣那個世界

上就沒有事了，不止無戰爭，連父母兄弟姊妹都沒有的，無數「自性」享受著那個神

我，這個叫做什麼？基督教的來源，那個上帝搞出那個阿當、夏娃還不是差不多？

世界的宗教起源都是差不多，那個神我如果好好地享受自性就沒有事了，天下本

無事，但是可惜這個神我就庸人自擾之，庸人自擾了，它怎樣？那個神我裏面，它有

一種思維，神我裏面有一種意志的衝動的，就叫做思，思，佛家的思心所，神我斷有

思，就有意志，有意志的衝動，我們都有意志的衝動的，你閉上眼睛想想，整天有種

衝動，這個神我不斷有意志衝動，因為有意志衝動，想了解這個自己是怎樣的，又想

了解神我是怎樣的？

了解自性是怎樣的？起衝動，這個自性、這個神我就是如此，自性這個懵閉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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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陰性的，就整天要迎合那些神我的意思的，那個自性想怎樣它就變起了迎合

它了，好像這個自性好像一個妓女迎合客人的心理那樣，迎合他。那個自性又想這

樣，有想那樣，不是！那個神我又想這樣又想那樣，那個自性一味變化成各種東西去

迎合那個神我，怎樣迎合呢？

由最初由自性，你講由一團物質，好像這個世界的那些星雲那樣，還未分開的，

好像中國的《成語考》：「混沌初開」的「混沌」那樣的，它因為要迎合這個神我，

所以就變化了，起變化了，郁動了，作動變化了，就叫做自性就產生「大」了，

「大」者，即是膨脹，那個自性膨脹了，這個物質世界的那些物質就膨脹了。大、那

個「神我」整天覺得有個「我」的，它整天想知道「我」的、我的狀況，自己的狀

況，那個「神我」，那個神我整天想知道自己是怎樣？

那個自性就變了，自性好像一面鏡那樣，神我照去那裡，那個鏡裏面就現出一個

相出來了，其實現出那個樣來的是那個鏡來的，不是你，但是那些人就執著，以為那

個就是我了，那個「神我」就起執著，就產生「我慢」了，一產生「我慢」之後，那

些色、聲、香、味、觸就迎合這個自性了，不是！那個自性就迎合這個「神我」了，

那個「神我」想享受色、聲、香、味、觸了！這就是欲望的根源了，於是怎樣享受？

你都要有五根才能享受的！於是那個自性又變五根了，變眼、耳、鼻、舌、身

了，它不叫做眼、耳、鼻、舌、身的，叫做眼、耳、鼻、舌、皮，變出五種東西出

來，那個神我就執著這個眼、耳、鼻、舌、皮當成自己的身體，這樣來享受五欲，產

生五根了，於是由細而粗就產生這個複雜異常的世界。這種思想是數論派的思想。中

國的思想也差不多，所以你讀佛經的時候，你真正想研究佛經，就必須要讀什麼？如

果你不讀印度哲學史，你始終不會了解佛法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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