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心泰然，時時都很安和的，「百體」、身體，「天君」指精神，「百體」，

你的身體、肢體就是「百體」，手腳有成百的，手指有十隻、腳趾都有十隻的，已經

二十隻了。是嗎？還有五臟，就有「百體」。

「百體」都聽你的命令的，指揮如如的，「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你好好地

60年，仁慈一些就更加安泰，至緊要心安和，你沒有得罪人，沒有對人不住，是

嗎？就半夜敲門也不驚，沒有人來復仇的，你都不用怕的，自然你心安泰，你能夠戒

殺、放生，你就心地慈祥，這樣就十年，即是說，如果你肯吃齋固然就更好了，但是

吃齋你要顧及營養才行，整日食兩條菜也不行的，要講營養，食齋是好，但你也要講

營養，應該盡量要吃多些豆，在那裡吸收多一些，豆質(營養)，或者稍為差一些維他

命不夠，你就吃一些維他命 B什，維他命 B、維他命A那些，稍為補充一下，這樣然

後才能維持生命，戒殺放生，心地就真正是「天君泰然」了，那時又起碼十年，你本

來基本六十歲的，多十年就 70歲了！還有什麼辦法？得，要運動，令你的身體減少

病，打一下太極或者是做一下瑜珈，晨運或者是一些適當的運動，起碼又增加十年，

即是八十歲了，是嗎？已經就八十了，如果你修行，打一下坐，又增加十年就 90

歲，這個長壽術，這個長壽術不用〔特別學〕，這個是最穩健的，這種一定是無害

的，是嗎？不用特別學氣功，是嗎？又不用特別講求什麼衛生的，就是、就是這樣簡

單的。講修觀空三昧嗎？

聽眾：是。

羅公：這樣，就修觀空三昧，觀空三昧又怎樣？又要怎樣？

我現在教你觀「三三昧」，先修「奢摩他」成功，學修止，修到輕安起，

充滿，修止成功了，你那時就真正修觀了，真正入「三三昧」之門就是修空三

昧的門了，以前都修，但是那種叫做隨順的空觀，現在就真正觀了，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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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在定中，譬如你現在這樣，繞腳(盤腿)坐下了，坐下就一定是調息、

調身，姿勢正了，不要歪，調身、調息，呼吸不要唏唏嗬嗬(呼吸急速)，一呼

一吸都很順暢，每一道氣都直落丹田，不要這麼神秘，叫落丹田，直落臍下，

肚臍下面，佛經教人這樣講、小乘教人說氣直落臍下，然後再繞出來，叫做調

息。不是說調到無呼吸那樣，不是，呼吸很順暢，然後調心，看看有沒有五

蓋：貪欲蓋、嗔恚蓋、惛沉睡眠蓋、掉舉惡作蓋、疑蓋，看看心有沒有這五

蓋，有就撇除了它，這樣就調心了。

調心之後就修觀了，修止了，修止怎樣？第一、「內住」，譬如你修什麼？觀佛

像，想著佛像在前面，不想別的東西，「內住」，「住」一會都可以了，你想，修一

下觀都好，可以！你又可以先觀一下空，但是這個不是真正叫做觀，叫做隨順觀。觀

著、觀著你的心不亂，自然你的定就一路進步了，是嗎？自然就怎樣？就入了第二

個，「等住」了，即是「續住」，「等住」了，連續「等住」了，如果你說心走進去

了，現在我觀完了空觀，觀完就停了，停的時候那個心又走了，快些把它拉回來，就

「安住」了，是嗎？

「安住」了，安一下它又走，安一下又走，你安的多，這個月初學打坐，安來安

去安不定，但是你有耐性到第二個月就稍為安一下就得了，第三、四個月可能不用怎

樣安，那個心都不走的，這樣就「安住」，安住到差不多上下，我又觀一下都好！那

又觀一下，觀一下，觀完一輪又再止，但是這種觀不是真觀，是嗎？止當然算是真

止，是嗎？這樣那個心都是很靜的，由「安住」就變了「近住」，「近住」時那個心

就算走出去也走不遠，馬上就發覺了，就又走回來了，「近住」，「近住」一輪(段)

你又可以觀一下的，你歡喜觀又可以，歡喜不觀也得，調順了，叫做調伏。

檢討一下，到底我的心有沒有亂？沒有！這樣就好了！如果有就快些矯正它！調

順了。調順之後你歡喜又要觀一下，是嗎？之後沒多久就寂靜了，煩惱一起即刻按得

住，不是說不起，又起了！起才是常態，起你就即刻按得住，叫做寂靜，寂靜之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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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一下，又止一下，都是假觀，假止，這樣，最後就最極寂靜了，煩惱將起未起就即

刻知道，不給它起，最極寂靜了，再進一步就怎樣？專注一趣了，心不亂了，心很靜

了，這個時候你又止一下又觀一下，又可以這樣的，你說：豈不是要花兩個鐘頭(小

時)？

初時你想坐直通快車，由「內住」sir！一路上就不行的，初時兩三下而已，漸

漸地就很快的，一坐好，一「內住」之後就接著「等住」，一路好像直通車那樣過

了，是嗎？十五分鐘左右你差不多已經入等持，這樣，專注一趣的時候都還是很吃力

的，是嗎？一放鬆煩惱又起了，再進一步就等持了，任運而不用加功的，是自然的。

一到任運的時候，你一樣可以修觀的，一到任運的時候，如果你漸漸地就在任運、等

持那裡，你應該就很快起輕安了。如果你到家就不用的，「安住」的時候你已經有輕

安了，「內住」就沒有那麼快有的，「內住」、「等住」、「安住」就起輕安了，起

輕安了。

一起輕安的時候你已經正式「奢摩他」了，這樣就正式起了真正的止，那時的觀

就真正的觀了，普通就到「等住」，即是會跳的，由「安住」一跳就是等持了，到等

持的時候止是正式的止了，輕安起了就是正式的止了，已經起了輕安之後就正式止

了，正式止的時候就在那裏修觀了，修觀，修空觀了，修「五蘊皆空」的空觀了。觀

它的「盡所有性」，觀它的「如所有性」，這樣，觀了之後，每觀、當你觀「盡所有

性」的時候，有兩種狀態、兩種層次的，一個層次是什麼？「五蘊盡所有性」，都是

苦的，佛都說它是苦了！我也覺得它是苦的！

苦的！苦的！這樣只是叫做什麼？只是略得它的形相而已，是嗎？一個概念，有

這樣的概念，但是不是很深刻的，這樣那時叫做什麼？「周 尋思」，第三項，在那徧

個正思擇裏面有「周 尋思」，即觀它的盡所有性的時候，初步是「周 尋思」，第徧 徧

二部是怎樣？咦！夠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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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兩點半了。講到三點半，不是！講到兩點半。

羅公：「周 伺察」，「周 伺察」是什麼？徧 徧

撇開經論的，覺得如此的，那時就真是老僧嫌那些經遮眼，阻住！何須經論？我

本自有之何需要佛講呢？是苦的嘛！佛講是苦，佛不講也是苦，你因為我老羅不知道

是苦嗎？何須釋迦佛講？不用了！我現在體驗到了。「周 伺察」即是深入的，識不徧

識？「周 伺察」。即是說什麼？只是那兩種就夠了！徧

正思擇最極致，正思擇裏面就有「周 尋思」，淺的，深的就是「周 伺察」，徧 徧

到最極思擇觀它的「如所有性」，又有「周 尋思」、「周 伺察」。這樣你修空觀徧 徧

就先「周 尋思」，再進一步就是「周 伺察」，伺察的結果就是空，哪有不空的？徧 徧

一定空的，連空也是空的！還有什麼想？還有什麼好想？想都是空的了！

想亦空不想亦空，那時不用想了，空的。那時，觀到這裏的時候就不再觀了，空

的，還何須觀？但你雖然不用觀，但還是保留著那個空的意念的，是嗎？那個空的意

念，保留了空的意念之後就仍然是觀來的，不過這個觀就不是勞勞碌碌地觀，現在定

定眼那樣觀而已，仍然保留那個空的意念，但同時又是止，輕安也起了，仍然是止

的，那時你止觀雙運了，明不明白？

止，是止，我已經觀完空了，空了就不用再觀，就止了，但實在是觀來的，但它

又是止來的，已經是等持了，等持，那時就止觀雙運了。止觀雙運就好像什麼？很容

易，我不需要觀空，它自然就是空的，就是觀，但是我心平氣和地在那裡很恬靜那樣

的，就是止了，那時就止觀雙運，一方面天台宗的人即叫做「即止即觀」。那時候你

說，我現在是初禪近分而已！不是了！一到止觀雙運的時候就一下就進入了初禪根

本，在初禪根本分裏面，那個止就是初禪根本分，那個觀就看見空，一路進展，會進

展了，不用說我要下地又粗上地靜，不用了！它止，它進展就進，不進就罷了，是

嗎？這樣，這樣就空，這樣就觀了。空就成功了。好！又夠鐘了。講那個無相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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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才可以修的。空三昧，空三昧不辛苦的！

聽眾：1989年 10月 1日。

羅公：我舉幾個例，是嗎？

舉個例，怎樣由修止開首，一路至到止觀雙運，是嗎？就舉例，舉什麼例？舉

「空」、「無相」，「無願」、這個「三解脫門」做例，是嗎？這樣，我已經用

「空」解脫門做例講了，我現在就要講第二個就是什麼？無相了，是嗎？怎樣呢？譬

如我修「無相三昧」又怎樣？凡修「無相三昧」一定要先修「空三昧」，然後才由

「空三昧」轉到「無相三昧」的，是嗎？「無相」兩個字又是怎樣？那個「相」字，

「相」字有幾個不同的解釋，有一個，有時就當相貌解，有時那個「相」字在佛經裏

面就當相貌解，有時當相狀解，有時就當屬性解，有時就當體相解。如果當你當體相

解的時候，就當什麼？當自性那樣解，自性即是本質，當本質解。你看佛經，你看它

的時候，現在你說這樣，如果說無相，應該是無哪個「相」呢？是無相貌抑或無義

理？抑或是無屬性？屬性即是 quality，它的性質，抑或沒有自性，即是沒有本質

的？當哪個解呢？試一試，我考一考下你。陳芷君你說當什麼解？

聽眾：當體相。

羅公：當體相解。對了！現在你了不起了！

當體相解，那種東西是沒有本質的，何解無本質？理由是什麼？因為它空，所以

它沒有本質。是嗎？譬如一個人身，那個我，是嗎？人人都說有個我，那個「我」是

什麼？空，何解是空？因為它是五蘊結合所造成，是嗎？而五蘊之中的每一蘊又是由

很多那些條件所造成，所以那個「我」，所謂「我」是假的、空的。那個「我」是空

的。既然是空的，那個「我」就無本質的，是嗎？無體相的，無相，你先觀了空，跟

著一轉就無相了。是嗎？怎樣觀呢？我講給你聽，譬如我現在修三解脫門的，假使

你，如果你是老行尊就不用這樣，如果你說我現在才是開首學修而已，你就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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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學修止，先學修止，學修止的時候，一開首入就叫做什麼？九種心住，是嗎？

那九步，好像學打拳那樣，打功夫先打這九步，是嗎？「內住」、「等住」、

「安住」、「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然後才

怎樣？「等持」、「三摩地」，入「三摩地」，九級。當你修這九級的時候是不是一

定要這樣，好像程咬金打仗那樣，那三十六道板斧第一道這樣，第二道這樣，沒有變

的，不是的，當你修，我現在修了，你的「內住」一定是怎樣？那個心不想外面的東

西，現在我入定，這樣就叫做「內住」，「內住」，那本經教我怎樣入法，怎樣想著

鼻尖或者想著那個額頭，或者想著一個字，或者想住一個佛像，師父是這樣教的。

這是聽聞力，是嗎？用你的聽聞力「內住」，當你「內住」的時候，我還未學到

第九級的，我現在是第一級而已！我想學觀一下可以嗎？好像這樣：「我」是怎樣空

的，觀一下可以嗎？可以，你可以觀，而且你不妨這樣做法，止一下之後，觀一下，

觀一下之後又再止，止完又觀一下，觀一下之後又再止，當你又止又觀的時候，你自

然就進入第二級了，由「內住」變為「等住」了，是嗎？

再入就「等住」了，在「等住」的時候，到你「等住」的時候即是心連續控制住

了，控制住就略略控制而已，一陣它又飛了去。一飛了去的時候，你就把它拉回來，

當心飛出去，你把它拉回來，這一步就叫做「安住」，是嗎？「安住」。當你「安

住」的時候，又「等住」，又「安住」，「等住」之後跟住就「安住」是嗎？「安

住」之後，安一下，一會又走了，那怎樣？你走不了很遠，即刻就走回來了，這樣就

叫做「近住」了，是嗎？即是不會很遠的。

譬如你的心想，想著想著，我正在想阿彌陀佛的，忽然間我又想到今天的股市好

不好？這樣的時候，如果你功夫不夠就會一路想到股市了，想到夠鐘了！我都出定

了！這樣就沒有了，如果你是久一些的，你一想的時候，剛想到半截，咦！我現在入

定，為何想了這些？即刻就再走回來，這樣就好些了，但是如果你做得多，經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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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你就怎樣？當你一想到股市時即刻就醒，不要！想回這裡，不再想下去了，很近

就拉轉頭。

如果從前是每三分鐘那個心就走一次，漸漸地就五分鐘然後才走一次，近一點，

那就叫做「近住」了。當你可以這樣由「等住」、「安住」、「近住」一路一路好像

直通車那樣，搭坐快車那樣亦得，即是說，你搭車，你下車走一下，再上車都可以。

「等住」完一會就將近「安住」了，「安住」安了幾下就好像太悶了，我又觀一下，

也行，你就觀一下，觀一下，觀完又再「安住」，當你觀完之後再「安住」的時候，

有時心會更定一些的。自然就由「安住」、「近住」，這樣就調伏，「近住」之後你

就會怎樣？你歡喜觀就觀一觀，又返回就入什麼？調伏了，是嗎？調伏就怎樣？檢

討，調伏即是檢討，檢討一下我有沒有搞錯？是嗎？入定的姿勢要正的，我現在有沒

有歪？歪了就拉正它，那個心本來我是想阿彌陀佛的，現在我一會就想了觀音菩薩？

這樣都是錯的！你說，我想觀阿彌陀佛的，我走了去觀觀音菩薩就不行嗎？不是不

行，你現在要觀阿彌陀佛，你就不要觀觀音菩薩才行的！你一會第二次時你就觀那個

觀音菩薩，這樣來檢討一下，檢討一下。

你同時最緊要知道，我自己安慰自己，我現在能夠這樣，我已經一路一路進步，

再過一下我就一定可以入三摩地，一定可以，還可以怎樣？由資糧位而加行、見道，

很快我就一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果我這條路是走對的，這樣是什麼？現

在整日講「擇善而固執」，擇善而固執，這裏是最善的，我們就不放過它，如果你覺

得我時時都有掉舉、惛沉，這件事搞不定怎麼辦？你就要檢討一下，何解我會這樣

呢？何解會惛沉？是否因為睡眠不夠？撿討一下之後，現在有很多辦法不惛沉的，檢

討一下，檢討一下之後又再入定，檢討的時候就非止亦非觀的，漸漸地檢討完你即刻

又再止，這樣調伏，那時心又定了。一會意馬心猿又起了！想一下今晚不知道演什麼

戲？去看一看都好，會這樣的，這個時候即刻知道煩惱起就即刻壓住它。

寂靜了，寂靜這是動詞，壓、壓低它！寂靜，壓得多自然它就不起，不起就是什

麼？未到即刻不起的，當你壓的多的時候會怎樣？想起將近起，煩惱將近起了，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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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它更清楚，咦！它起了，想壞東西了！即刻壓下，即是打架那樣，看到你的手勢都

想出手了，即刻壓下你！叫做什麼？「最極寂靜」了，「最極寂靜」。

當你「寂靜」與「最極寂靜」之間的時候我又想觀一下，覺得太無聊我又再觀，

你就觀，觀完了，觀完之後你又再止，又走出去「最極寂靜」。這樣你很有興趣的。

如果一路整日止，止來止去那樣，你會失去興趣，整日觀你會亂的，切記整日觀，你

的腦筋會疲倦，腦筋疲倦會不是掉舉就是惛沉了，還有，今晚夜你可能不能睡覺，太

疲勞不行的。所以現在有些人不知，修觀猛觀、猛觀，尤其是那些修密宗的那些，猛

觀，譬如觀那個觀自在菩薩，不清楚？硬是猛出力觀，搞到腦筋都痛了，他不會成功

的，不會成功的，因為凡事情的進步都不會即刻進步的，進步是什麼？學習的進步有

一條曲線的，有一條曲線，現在很差了，差、差、差，忽然間有一天好一些，好一些

又幾爽！漸漸地又不行了，又差一些了，差一些之後，漸漸地沒多久偶然之間又可以

了，又 上去， 上去之後又會跌下來，跌一些，跌下來之後又再上，那條曲線是這飈 飈

樣的。

如果你一定要這樣上，我要筆直地上，那就死了！不行的，是嗎？你修，神經會

有病的，會神經病(精神病)的，是嗎？不行的！所以切忌緊張。這樣，你一路這樣最

極寂靜之後就會搞到怎樣？只要你提心吊膽的時候就「心一境性」了，「專注一趣」

了，要很吃力的！專注一趣，就不要太吃力，要吃力，但不要太吃力，專注一趣，那

個心不亂，控制得住了，專注一趣，已經很難得了，控制得住，我要心不亂就不亂，

你就已經很到家了。但是你仍然要吃力的，再久一些就不用吃力的，不用想的，心自

然不走的，這樣，那時叫做什麼？「等持」了，連續持心了。由一到等持的時候，由

專注一趣到等持之間，你又可以觀一下，總之很自由的，觀一下、止一下，觀一下、

止一下，不過有一事你要記住，不要被觀多於止，是嗎？

又不要讓止太多，多於觀一些可以，又不要給它太多，止太多觀太少不行，止多

於觀一些可以，但切不可觀多止少，觀多止少你會疲倦，第一點會疲倦，第二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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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會太緊張，太緊張就見這、見那，古靈精怪都是由於你太緊張，你不太緊張就沒

有事的。這樣，那時你，即是九種住心、九種心住之間，你可以經過多次修觀。還

有，你熟悉後還可以跳級的，「內住」之後，我現在「內住」，我即刻就會「等住」

了，一「等住」就不用「安住」的！心不亂何須安？心走了就要拉住它來安，即是孩

子在你的旁邊，他沒有周圍跳，你壓他幹什麼？由得他，是嗎？這樣就不用安，跳了

「安住」，直情就「近住」了，「近住」還會走一下，連走都不會就怎樣？超過兩級

了！

由「內住」、「等住」、不用「安住」，不用「近住」就「調伏」了，調伏都不

用，我根本是一路去的，三級、跳了三級，是嗎？「內住」、「等住」、跳了什麼？

「安住」、「近住」、「調伏」、直情就「寂靜」了，你說我根本就寂靜了，要壓？

我都不起煩惱的，何須壓？就連這一級都跳了，這樣就是「內住」、「等住」，之後

就跳過「安住」、「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都跳過，連跳五

級！這樣一跳就跳到什麼？專注一趣了，是嗎？專注一趣了！只要你肯控制住心不

亂，可以嗎？試一試，連跳五級，漸漸地，那些老行尊，那些入定幾十年，好像虛雲

和尚那些人，他們怎樣？一跳進去「內住」、「等住」、直情就是「等持」了，中間

跳了 6級去了！是嗎？

你讀《維摩經》看看維摩居士，正在講話的時候，說他「攝衣入定」，將那件衣

服即刻穿好，他本來一半外露的，蓋上它，一繞起腳即刻入定，一入定即刻怎樣？弄

神通，他即是怎樣？一「內住」就即刻怎樣？「內住」、「等住」就三摩地，一入

「三摩地」就作觀，一作觀神通就起了，他即是可以怎樣？你要分幾多次都搞不定

的，他可以三分鐘內就搞定了，兩、三分鐘就搞定，你都可以做到這樣的！即是在那

九種住心裏面你都可以修觀，是嗎？但是這種觀是不是觀？不是觀，不是真正的觀，

那些叫做「隨順觀」，不是正式觀，是隨順觀，隨順觀你要不用入定的。你在火車站

等車的時候，你在那裡閉上眼睛就可以修隨順觀都可以了。那些天台宗的人就說什

麼？「隨時對境修止觀」。隨時對境修止觀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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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我舉個例，有一個朋友約你去龍城地牢那裡食白粥，油炸鬼白粥，但是他還

未到，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先大食，就坐在那裏，坐著你就可以隨順修止，我不想別的

東西，或者我念阿彌陀佛，或者念佛，就是修止，這些叫做什麼？不是正式修止，那

些是什麼？隨時對境修止，這些是隨順止來的。

聽眾：假如我想一些由炸鬼白粥，坐在那裡，又沒得吃……

羅公：你漸漸就一路食白粥都可以，是嗎？

正在吃白粥都可以，一路食一路都是止，一路食也一路可以觀的！是嗎？你如果

修不淨觀，這些白粥你以為很清淨嗎？都不是很淨的，你一路可以觀的，是嗎？那些

叫做隨順觀，隨時對境修觀，這就是隨順觀。可以嗎？如果你這樣，這樣的好處就是

怎樣？到你真正修觀的時候會很快的，因為怎樣？你未入那個心已經乾乾淨淨了。

聽眾：止與觀的分別在哪裏？

羅公：你現在才問的？你才開始聽？聽了很多次了！

所以你聽經，我現在不是講經，我在講學而已！講經你就走去聽法師講，是嗎？

如果你聽，你即是等於你的兒子去學校，學數學，加減乘除，你一定要學完加才學

減，學完減才學乘，學完乘再學除，如果他剛剛試過少上了兩堂課，你做爸爸媽媽的

就快點替他補上那一截，不能夠我今天學加法，明天先生已經教他除法了，我現在又

去講，你不會懂的，不會懂的，一定要怎樣？好像鎖鏈一樣一級一級地連住，連住一

路一路上。所以有一種人，今天某法師講《阿彌陀經》，他去聽一下，明天那個人講

《八大人覺經》他又去聽一下，這樣他聽一百年都不明白，是嗎？所以你，我現在再

講，我這樣講法你會不高興都不定，是嗎？但是我不理你這麼多的，是嗎？心停止在

一處，令心不要胡思亂想就叫做止；止，明不明白？那個心找一種東西一路止，停在

那裏，停在一種東西處，是嗎？一定要有一種東西讓你停的，有些人教別人、那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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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的人，甚麼都不要停，他這個人戇的！如果有人這樣說，你就說羅先生說你戇的，

那樣說。

不能停的！沒有一種東西能停的！是嗎？你想阿彌陀佛，都有阿彌陀佛的樣子讓

你停在那裡的嘛！沒有東西停怎行？沒有東西停，你說：我沒有東西停的！我說他就

是戇的！沒有東西停？是停在無、無、無那個字上！心裏面想一個叫做「無」！停在

那個無、那個 concept概念上面，你明不明白？是嗎？不行的，是嗎？那完全不行

嗎？也不是，你見性的時候就沒有了！你見道的時候就沒有了，但是你又不是見道，

是嗎？那就要有，沒有不行。

凡是meditation一定要有一個對象的，除非你見道，見道的時候你見回你自

己，這樣，這個止你就知道了？你都是，最好一會分得六、七次就行了！你請陳芷君

飲茶，找個靜靜的地方，請她逐一點講給你聽，把以往的講給你聽，或者你真是聽一

下錄音帶，聽錄音帶聽到不明白就即刻按停，請她解給你聽，這樣就行了，不是這樣

你不明白的，你是博士你也不明白的，何解？你是博士你是別的博士而已！難道你是

牙醫的博士，你聽這套也懂嗎？是嗎？你是博士都要這一科是博士才行，是嗎？你就

要怎樣？禮下於人，沒辦法，尋師訪道嘛！是嗎？你問我不是不行，我只是略略講給

你聽，是嗎？我正式講的時候，我就會很詳細，但是你再問我的時候，我就會很簡略

講給你聽，你不會明白。

觀是有系統地一路進展那樣想的，即是停了在那裏，不想其它東西，就叫做止，

觀是什麼？很有系統地一路想下去，很合邏輯、很有系統地去想，想到由起點開首一

路想到有一個結論的，那就叫做觀。講回這裏。這樣就隨順止、隨順觀，九種心住而

又未有輕安的止就都是叫做隨順止，在那九種心住裏面，你又未有輕安就修觀都是叫

做隨順觀，即是預備班，是嗎？好了，到你修九種住心的時候，修到第九個心住的時

候，不是即刻有的！第九個住心的時候，你可能修到第九住心的時候，你第一次修到

第九個心住的時候，可能今晚修到第九個心住，修得了，可能你就今晚就起輕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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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你就很爽了，是嗎？這樣輕安今晚起就可能只是在鼻尖處起一下而已，或者額頭起

一下，或者是肚臍起一下而已，一陣就沒有了，可能什麼？可能五個月後、六個月後

又再來，不見了，又可能明天再來，又可能一年之後你的輕安再起，無把握，何解？

與你的體質有關係，是嗎？與你的身體體質有關係，與你食東西衛生不衛生有關係，

如果你食滯了就一定不會有輕安起的，食滯，如果我今天食滯了，一定沒有輕安。

那段時間日日起輕安，你食滯那天就沒有輕安起的，還有，如果你，所以修定這

種東西就出家人就應該勝過在家人的，有夫有婦的時候，如果你說昨天晚上我們夫婦

行房，你今日的輕安就不用指望起了，可能多則幾日，三、四日，少則都要歇得(過

得)一日半日。所以講修定在家人是不及出家人的，如果你是出家人，這一點就勝於

別人，你就不要自暴自棄，把握這個機會。

又可以怎樣？你說我今天飲了酒，可能一日不起輕安，飲酒也是很棹忌的，食

滯、飲酒、有病，我發熱也不起，很多條件阻礙你不起輕安的，這樣，你初始得輕安

就只是少少的，普通在頭頂上先起，或者在肚臍下面先起，或者在鼻子這裡先起，或

者在哪裏？山根那裡先起，然後慢慢、慢慢，慢慢擴大，擴大到全身，這樣全身的時

候你就會覺得怎樣？當你吸氣入去的時候，那些氣就好像光那樣走入你的身處，一路

走、走、走、走、走到身裡，好像那些白光，走勻充滿你的身體，好像那些白光好像

水那樣，身體像一個橡皮袋那樣充滿，全部充滿身體，全身會沒有重量，輕，沒有重

量，很愉快的，安，那時就輕安充滿的時候，你就叫做修止成功了，你就叫做得了

「奢摩他」，就叫做入了定，入了定之後，普通第一次就一定是在第九住心的，但是

你以後日日這樣修，一入定一定起輕安的就怎樣？你就會一「等住」之後，跟著就輕

安起了。

「等住」就起，第一個是「內住」，「內住」之後一分鐘都不夠，我現在五秒鐘

就「內住」，第六、第七秒鐘已經「等住」了，第八秒鐘你輕安已經起了，在頭頂

起，一路路擴大、一路路擴大，全部好像直通車那樣，你已經是第九級，在第九級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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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輕安，輕安全部起的時候都不夠十分鐘就輕安充滿。還會有這樣，你日日是八點

鐘打坐，它依例八點鐘輕安就來等你了，你說我今天有人、有朋友來找我，誰知八點

鐘我有個老朋友來找我，他真不通氣，我正在打坐的時候他來找我，你要招呼，你正

在招呼的時候輕安就起了，會這樣的。覺得頭痺痺地，或者怎樣它就起了，它就不會

走勻周身的，起一會，你不要理它，它就停了。

葉文意當初打坐就是這樣了，在那裡教書，那輕安就起了。她問：羅生，為什麼

這樣？由它囉！她還問有沒有害？我說：有什麼害？你不要帶它走就無害嘛！你帶它

走才有害。這樣你一得到輕安了，你就叫做修止成功了。修止成功，你那時就修觀

了，那時就不是叫做隨順觀了，就叫做「毘缽舍那」，叫做觀了，觀了。

觀就要怎樣？當你觀的時候，就不記得止了，是嗎？那時就觀，觀而非止，因為

那個止是輕安伴住的，止一輪你又觀，不是！觀一輪你又再止，再止的時候你又覺得

輕安充滿那樣，很快樂那樣，這樣止完又觀，觀完又止，太多了，觀得多的時候，可

能你即日又得，第二日也得，當你修止的時候，輕安充滿了，你現在觀了，譬如你修

空觀，這樣就觀，觀到得到結論了，譬如你修空觀就是觀什麼？一切法都是空的，這

個就是結論，一觀到有結論的時候你就不再觀了，觀到空了，你還在觀來做什麼？保

持這種氣氛，空的！一切法都是空的！

這種意念不散的，當你的意念不散，就覺得真是很親切的，是空的，不會不空

的，當你這樣想的時候，你的心可以保持在這裏，當你保持在這裏的時候，即是還在

繼續觀了，還是覺得它是空的，那時覺得空的、空的，這樣就不用別人教你的，自然

覺得是空的，即是這樣，你將手放在暖水處，無須別人告訴你暖的！暖的！不用的！

你不用說我作如是觀，是作暖觀，將手放進去自然就感覺暖了，那時就即是在觀的，

就覺得是空的，但又有止，周身輕安了，那時就止觀雙運了。這樣斷煩惱就是止觀雙

運的時候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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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你現在說，你的貪心是最厲害的，那就是斷什麼？上品的貪。牛排香你就不

願走的，差不多幾乎要偷食的，這是上品的欲界貪了，上品的欲界貪。下品的，上品

的很容易除的，上品的你讀多一些聖賢書就可以除了，當你除的時候就怎樣？你就在

止觀雙運裏面修，這些欲界的貪，肉食是沒有意義的，不好的，當你確實覺得是這樣

體驗到，直接體驗了，確實不是好的，不是用邏輯的，直接的體驗。覺得不妥，是不

好的，當你覺得這樣的時候，你的那種上品貪的煩惱種子就被它怎樣？好像、好像拿

磨刀石來磨你那些東西那樣，磨一下又少些，磨一下又少一些，磨得幾次，那些上品

貪的煩惱就被它怎樣？剷除了，上品的欲界貪煩惱種子被你剷除了，上上品就剷除

了，還有上中品的！是嗎？雖然你見到別人切牛扒你不流口水，但是仍然吞兩啖(口

水)的，仍然會這樣的，是嗎？你又要怎樣？你要繼續修，在止觀雙運、一定止觀雙

運的時候，那種智慧的力就將你那種上中品貪的煩惱剷除。

漸漸地你怎樣？上品之下品了，上下品了，你的貪少了，你繼續就上下品都沒有

了，就只有中品煩惱而已，即是別人煎牛扒你連口水都不吞的，是嗎？不過別人請你

去吃，你也覺得味道不錯，只此而已，這是中品煩惱。你說：羅生！你這麼俗的？講

牛扒？我這樣講你才明白，如果我講得很文雅的時候，你就不明白，是嗎？何解有時

那些法師講經你不明白？我們講你明白？無他，因為他不能夠講煎牛扒的！法師不會

這樣講的！是嗎？我們就可以講，他怎樣？只是講欲界煩惱、欲界煩惱，你聽完之後

莫名其妙，又說上品，又什麼叫做上品、哪些叫做中品，都是矇查查(不清楚)的。

這樣就斷煩惱了，記住！在止觀裏面，在止觀雙運那裡斷，斷的時候是怎樣斷

的？斷的時候是這樣，第一、智慧怎樣起？第一，三步曲斷煩惱的，當你觀的時候，

加行道，加功，這些煩惱不好的！非斷除不可！你的心覺得確是非斷除不可的，那時

不是有個智慧嗎？那時的智慧就叫做加行智慧，道就是當智慧那樣解的，記住，那個

「道」字當智慧解的。加行道了，加行道不能斷煩惱的！非斷不可了，這樣，跟著繼

續觀下去，無間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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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道是怎樣的？一刀切下去，用智慧之劍斬它，斬下去！無間，即是加行之間

是沒有東西隔開的，連續的，即是無間道起，

就把那些欲界的上品或者中品的煩惱種子剷除了。以後，出了定之後就不起上品

欲界煩惱了。第二世再投過胎都會沒有的，所以有些人出世之後自然是煩惱少的，無

他，他隔世一剷除之後，你下一世都沒有了。用這樣用無間道，無間道就剷除的，加

行道好像割禾，加行道即是好像用手抓住那些禾，無間道是什麼？是那把刀切下去，

無間道，明不明白？好像捉賊那樣，一手抓住你的時候就加行道，一刀切，斬落你的

頭上的時候，斬你的賊頭的時候就無間道了。

解脫了之後，你就覺得那個賊被我整低了！是嗎？那些禾被我割了去，那些野草

被我切去了！那時我覺得很舒服，那時智慧去體驗那種舒服的境界就是解脫道了。聽

不聽得明白？那就沒有了上上品的欲界煩惱，那時沒有了，解脫道是以後都沒有了。

是嗎？這樣欲界煩惱有很多種的，是呀！要分開來斷的！食牛扒又一種，是嗎？食羅

漢齋都是一種的！啊！這些齋真是靚！也是欲界煩惱，你見別人說牛扒香，你說人家

是欲界煩惱，你見到那些什麼？燉齋全鴨，真是香了！那些齋燒鴨真靚！這些還不是

欲界煩惱嗎？色界無這種東西的，如果是色界的，你給他齋燒鴨吃他都沒有興趣的，

你不要笑人，你也一樣，不過別人殺生，你不用殺，只是這裡不同而已。

你就要分開斷了，我不食牛扒的，我沒有興趣，但是我吃羅漢齋有興趣，一樣是

欲界煩惱。是嗎？譬如你說這樣，還有一些食欲，色欲呢？有些是要走去嫖妓女的，

上品煩惱了，你說我斷了，我現在只是回去與老婆同居，我都不去搞了，都是中等

的，都是中品煩惱的，是嗎？我不結婚了，我都是沒有興趣了，不如老婆做師姑，我

走去做和尚，這樣就連中品煩惱都沒有了，但是仍然有下品煩惱的。

想一想我舊時的家庭生活都幾爽的！現在做起和尚這裡就冷清清了，仍然是起下

品煩惱的，你要逐種刷。每剷除一點點煩惱一定有個加行道、一個無間道，一個解脫

道，理論是這樣去。它解釋何解用智慧可以斷煩惱呢？原來斷煩惱的智慧是三級跳

的，三步曲那樣的，分開逐一段，不是說一下就整清光那樣的，這些煩惱是零零碎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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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什麼？

聽眾：如果觀佛像的時候需不需要三個……

羅公：觀佛像是修止而已！不是修觀的！觀佛像是修止，只是觀佛像不能夠見性的！

修止。

聽眾：譬如說十六觀……

羅公：只是修止，你只是過到極樂世界慢慢修行而已！

你不會見道的，如果你修觀，修觀一定要修空觀的，觀佛像，供個佛像在那裏，

那個佛看著你，用光照住你，你在這裏觀空的，觀空才可以見道的，觀空的時候，那

個空的智慧，每空一個煩惱，空的智慧，一個加行道的空，一個無間道的空，一個解

脫道的空，慢慢刷，修觀。很多人以為這樣，只是那個佛望住我就行了，不行的，一

定要……

望著你是保護著你在那裡修觀而已！你要修觀，一定要修空觀，要修空觀。記

住，不論大小乘，你想斷除煩惱必定要修空觀，你會問，你講唯識的，你說修空觀？

唯識者，空之一種，空之一種，是嗎？一定要修空觀的。如果你不修空觀，到死了，

阿彌陀佛來接你，接了去那邊也是一樣要繼續修，不修空觀不行，而且你是怎樣？下

下品的而已！你那些不修空觀的去到有排搞(很長時間)，去到都有排搞，而且你不能

夠一心不亂還沒得去，一定要修空觀。

聽眾：譬如我修，空觀，觀佛像都是空觀？

羅公：修什麼？

聽眾：譬如我觀佛像修空觀的時候，覺得這個佛像都是我的識變的，這樣的空觀對不

對？

羅公：修止就一定要有一個對象的，你選擇對象也有很多對象給你揀的，你觀那具死

屍是有一個對象，是嗎？

16



你觀佛也是一個對象，佛之中，你歡喜歡阿彌陀佛，就以阿彌陀佛為對象，你歡

喜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又是對象，你喜歡觀自在菩薩就以觀自在菩薩為對象，是

嗎？觀那個對象是修止的，當你修止修到純熟的時候，你修觀的時候他都對住你的，

你不用說：阿彌陀佛！你看著我修觀吧！你不用的！他就在這裏了！這樣就行了，你

修觀的時候，你不用說特別要觀他看住你的，總之他知道了，我現在修觀，他在加持

我，我修觀很順利的，觀到空的時候又再修止的時候，你又再見他在這裡。是嗎？修

止的時候就只是見到他，就不思考，是嗎？修觀的時候好像不見了他那樣，你就記住

他現在已經在這裏了，我不用看，我不用看見他，他已經在這裏了，即是說，你是小

孩子，我不用扯住媽媽的衣服，媽媽已經關照住我了，你細路哥(兒童)都是會這樣

的，不用整天望著她的，他知道媽媽在這裏就行了，如果媽媽不在這裏他會害怕，他

知道她在這裡她就不害怕的。聽不聽得明白？

一定要修空觀的，不修空觀不行，不論大小乘，小乘就修人空，大乘修法空，不

修不能見道的，那些修密宗的就只是修本尊的樣子，是不能夠見道的，一定要修、修

觀的。這樣，你修觀了，修觀的時候，由修觀，只是觀，忘記了止，修觀，觀到結論

的時候，純熟了，好像不用想的，自然就覺得它是空的，那時即止，同時也是止，同

時也是觀，就是止觀雙運，就在止觀雙運的時候去除煩惱，去除煩惱分三步，解脫道

之後繼續修就叫做什麼？勝進道了，即是高一級的加行了，我斷除了上品煩惱而已！

還有中品煩惱未斷，再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那時叫做勝進道，勝進道即是高級的

加行道，勝進道又有一個新的無間道，新無間道有一個新的解脫道，這樣就又斷了中

品煩惱了。中品之後就到下品煩惱，記住，你不要以為上品煩惱難除，不是！上品煩

惱最容易斷，中品就難一些，下品的煩惱就難斷些。

你洗衫，你有沒有自己洗衫？有沒有？有，外面的大塊泥在那裡容易洗去？還是

滲進衣服的窿罅(縫隙)裡難洗？是嗎？滲進纖維裡面那些是洗來洗去都洗不淨的！在

外面那些刮一下就可以了，是嗎？所以上品煩惱容易斷，中品的難一些，下品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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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下下品的煩惱幾乎要成阿羅漢之前才能斷到，下下品又如何？

譬如你說吃，聽見牛扒就嗅到香，幾乎想拿來吃：給一些我吃！這些是上品了；

漸漸地中品是怎樣？每個星期食一次都無乜所謂，都不錯的，那是中品，我舉例而

已！到了你說，我都是不吃了，我今世都不打算吃牛扒了，這就已經只剩下品的煩惱

了。但是這樣，隔離吃，你都會想：味道不錯，舊時我吃的時候都味道不錯的，這樣

你是下品中的上，下上品，你又要經過怎樣？慢慢、慢慢剷除，到最後，別人吃是別

人的事，我一點都不動心，不動心你始終覺得，實在老實講，都是很好吃的！不過我

現在食齋就不吃而已！這樣你仍然是下下品的煩惱，你明不明白？那些最難斷，是

嗎？能夠做到下下品都斷了，你就想，牛排哪裏好吃？那些是我們的執著以為它好

吃，我們的身體，如果我們了解它很污糟的，不乾淨的，這些東西不吃就罷了！你在

我旁邊吃我都沒有什麼興趣。

即是說，你吃牛扒的那種煩惱是下下品都沒有了。可以嗎？你吃齋也是差不多

的，你說，我現在吃齋了，吃了長齋，你以為就沒有嗎？去到，這家又說整的齋做得

不好，另一家做得好，那還不是一樣？是嗎？即是他不知道，他沒有了上上品煩惱，

沒有了上上品煩惱，他自己的中品煩惱他都不肯努力去除，但是這樣，你不修止觀是

不能除的，你說：我念佛修密宗！修密宗如果你是一味念佛就可以了嗎？念佛是修止

而已！你對 大日如來一味念咒，你還不是修止？是嗎？無用的，修止就修到起輕着

安，修到九種住心，最多是這樣而已，見到大日如來望住你，就如此而已！無用的。

這樣你一定要修觀了，修觀，修觀你怎樣？普通就用「阿」字觀了，是嗎？你在

「阿」字面前，觀、觀，觀那個「阿」字就修止而已！不是觀來的！是止來的而已，

不過簡單一些，觀佛，另外菩薩就難一些，「阿」字就一個餅那樣就容易些，觀

「阿」字就修止了。觀它的樣子，觀它的樣子都很伶俐了，這樣就修止的三摩地囉！

是嗎？那時是第九住心而已！到了你們修觀了，觀那個意義了，又怎樣觀呢？觀的時

候，初觀的，你說那個法師教我一切法本來不生，這樣觀，是嗎？一切法都是不生

的、一切法都是不生的，這種都是觀，但這種觀是很淺的，亦不可以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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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觀是浮浮泛(浮淺不深入)的，那種叫做「有相觀」，這個「有相」不是與

「無相」相對的，徒有其相的，徒有其相，即是一切法本來不生的，那個「相」即是

概念，即是有一個「不生」的概念，無大用的。但是最初級就是這樣。然後，一會將

來再講這個，「尋求觀」了，譬如你修「阿」字觀，何解說一切法不生呢？你說我看

過經文，是嗎？經就是這樣講的，是嗎？一切法怎樣？「諸法不自生」，不會自己會

生自己的，何解？如果能夠自己生自己何需要生？是嗎？自己能生自己就不用叫做生

了！所以說「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如果別的東西可以生這樣的，那隻牛

就可以生馬仔了！但是也不通，這樣就「亦不從他生」。「亦不從共生」，自己不能

生自己，牛又不能生馬，自生又不對，他生也不對，不對加不對，兩個不對相加都是

不對，這樣「亦不從共生」。是嗎？

無因可以生？砰一聲生？也不是，故「亦非無因生」，即是說講來講去走下去，

你一講有生都是不對的！都是不對的。這樣就下一個判斷了：所以一切法都是無生

的，說生的只是妄見而已！這樣就很粗地想，叫做「尋求觀」，尋求觀都有些力量

了，都未能斷到煩惱的。在那個止觀雙運理的尋求觀，未達到斷煩惱階段的，第三步

叫做「伺察觀」了，很微細的，連到概念都不覺得有的，總是覺得法哪裡有生的？生

都是不對的，直情體驗到這樣的，那時很微細、很微細的，「伺察觀」。

在「伺察觀」之後，那個智就起了，加行道、無間道，空的，不生的，不生的，

這樣就起了，這樣就樣樣東西都不生的，那個「不生」生不生？連那個「不生」都不

生的！一路這樣觀下去，觀到無可觀了，總之凡是講那個「生」字都不對的，「凡有

所說悉皆虛妄」，講都不對！那時就保持這個理論，停在那處。你說「有生」是不

對，你說「無生」也是不對的！「生」與「無生」都是不對，講都不對！全部撇去。

凡有概念、名言都要撇去，不對的，那時已經是什麼？已經不只是「空三昧」了，那

時入了「無相三昧」了，那時就斷煩惱了。你修「阿」字觀都要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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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只是一味念、念、念，花去一個幾鐘頭(小時)念完一輪，修那些十八道，修

完了！起身了！只是修止沒有用的，這樣修，修一百年你這種人都不會見道的。修空

觀也是一樣，你修密宗的「阿」字觀一樣是空觀而已！都是空，樣樣東西，山河大

地、日月星辰都沒有的！都是識變的，就沒有了，第二步就是什麼？連「識」都沒有

的，又把「識」也空了，又是空觀。修空觀，空的智慧，就可以令你見道的。見道的

時候就在止觀雙運那時，剷除煩惱，聽不聽得明白？就是這麼多東西，這個要靠你做

了，做得幾多，做下去你就不同了，是嗎？什麼？

聽眾：即是修止的時候最難是惛沉，有沒有辦法？

羅公：惛沉兩種辦法，三種。

第一種當你惛沉的時候，你就想光明相，想佛在你面前，整個太陽那麼光照著

你，照著，一個光明相起你就不會惛沉了，但是到了不惛沉的時候就不要繼續，好像

太陽那樣照耀著你了，夠了。第一個，想那些光明相。或者你可以想極樂世界那種美

麗，那些什麼七重欄楯，七重羅網，想、想、想，那個心想 它就不惛沉了，這個是着

第一種。

第二種不行就學道教徒了，普通佛教徒法師就不教你這些東西的，學道教，那些

道教徒怎樣？西藏的喇嘛他會教你這樣，西藏喇嘛教你閉息，吸氣，慢慢覺得那些氣

好像一條白光那樣，直落、落、落，一路落到肚臍下面，在肚臍下面一路到會陰那

裡，整個光球那樣在那裡，那時你不郁了，即是那些氣，那些空氣在那裏，閉住，如

果你閉得相當久都做得到的，不要勉強，勉強這事會崩的，能閉多少得多少，能閉

四、五下就不惛沉了，閉氣，閉息，西藏的喇嘛都是這樣教你的，閉息。

西藏喇嘛就這樣，道教徒就多一種東西，提肛，吸氣的時候吸滿那個小肚，當你

吸到滿，將滿未滿的時候，把你的肛門，即把你的屎眼抽起它，抽起它，即鼓住，擔

心它洩氣那樣，能提多久，提高以後〔停一會〕，能提多久〔提多久〕，當你吐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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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時候，然後才將肛門再放開，你就不惛沉了，十下八下你就不惛沉了，你試一試

提肛。可以長命的，乾隆皇一世人整日做的，乾隆皇九十幾歲才死。提肛，提肛可以

治病的，那些神經衰弱、腸胃病提肛。一定好的，即是腸運動，將肛門抽起來，抽起

一陣然後再放鬆它，即是將你的那堆腸抓起來，是嗎？抓起來之後又再放鬆，但是不

要勉強。

聽眾：查實腹部都要郁的。

羅公：什麼？

聽眾：提肛時候的腹部，那個腹部會郁。

羅公：其實全身都牽動，是，道教徒就說這些東西延年益壽，勉強做就短命的，不過

如果你能夠適當地做是好的。凡事情太過急迫都是危險的。

有沒有試過？不是！有無試下打坐？沒有？試一試吧，試一試，你聽了這麼多，

你會可以的，能不能再講得出來？講給人聽嘛！〔止觀〕雙運你就斷煩惱了，那些人

問：何解這樣會斷煩惱？其實斷煩惱就在止觀雙運的時候入解脫道，一級一級，每經

過一點煩惱，煩惱猶如芝麻，每斷一點煩惱又一級，你說煩惱有上品、中品、下品，

上品又分為上上、上中、上下，這樣就九品煩惱了，是嗎？其實九品中，每品都有上

中下的，逐一些逐一點，好似磨鐵成針那樣，明白了嗎？這樣明白止觀雙運了？你

說，止觀雙運很高深，什麼高深？你拿到結論之後就自然保持在那個結論裡就是止觀

雙運了，是嗎？

好了，這樣就舉個實例，我就用什麼？用空觀來舉例，是嗎？那麼無相觀就怎

樣？當你一觀空觀的時候，就入了止觀雙運裏面就叫做「空三昧」了，保持那個「空

三昧」。你說某個法師很厲害的，他入了「空三昧」，什麼厲害？你也行的！這樣就

是「空三昧」了，你說某個喇嘛，達賴喇嘛很厲害的，他沒有錢，不知第六世還是第

七世，他想蓋一間廟、蓋一間寺卻沒有錢，沒有錢，他就走在山上，他不知做了一個

什麼夢，做夢，夢見觀音菩薩叫他去那裏，你去那裏，那裏有那些山神保護著很多那

些寶物，你在那裏入馬頭明王定，他自然就會將寶物送來的。那個達賴喇嘛就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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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晚夜坐在那裏，入馬頭明王定，怎麼入？入什麼？修止觀，是嗎？觀、觀馬頭明王

的樣子，是嗎？

觀到樣子之後就停在那裡：我就是馬頭明王了，馬頭明王入他嘛！走入他的身，

與他一起，與他一致，我即馬頭明王；馬頭明王即我，你要保持什麼？馬頭明王的那

個心一點煩惱都沒有的，我現在與他一樣，完全無煩惱的，我即是馬頭明王。這樣就

保持 它，保持 那時的那種狀態，這就是馬頭明王定了。馬頭明王三昧，有馬頭明着 着

王三昧？他就是這樣講的！說那個山神就以為真是馬頭明王在那裡，原來那裡有一個

完全用寶石鑲好的馬鞍，不知多名貴的，以前的那些不知是什麼王者用的，那個山神

就拿那個馬鞍，馬頭明王的那個頭，馬頭明王樣子很惡的！那個頭有些光明，那個光

明好像一個馬頭在那裡的。山神見到馬頭明王，看見就以為這個真是馬頭明王，馬鞍

就用得著了，就捧了那個寶石馬鞍出來向他頂禮，送給他，以為他真是馬頭明王。他

就受了。

受了之後，那個山神走了，他就出定，原來他都不是馬頭明王，就拿了那個東

西，他見前面有個馬鞍放在那裡，於是把那個馬鞍拿去賣了，蓋了一間廟，有一間廟

就是這樣起的。當然是有些神話，是不是就不得而知，但是據傳，傳聞，就是他入馬

頭明王定，那個山神就獻了馬鞍，就是這麼簡單，問題就這樣，你能保持得多久？你

是馬頭明王，你能夠保持多久？是嗎？那些、那些放焰口那些，那些放焰口，那些請

師姑放焰口，在那裡念念有詞的時候，那個實在是將觀音法來改變的，放焰口。

在那裡又結印，又什麼入觀，譬如會觀的時候，那些鬼，那些鬼見到觀自在菩薩

在那裡的，觀自在菩薩入他的，他變的，都是這樣。還有神父，我與很多神父熟的，

他說，我們替別人做彌撒，你以為是我替別人赦罪嗎？是什麼？是耶穌替人卸罪的！

耶穌入我處，當我做彌撒的時候，耶穌入到他身上的，他就是耶穌，這樣我才有資格

赦免別人的罪。他說，我怎會有資格赦免別人的罪？我替人做彌撒赦免罪過的時候，

是耶穌替他做的！不是我替他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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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密宗的灌頂，你那些喇嘛灌頂，彌勒菩薩灌頂了，他入了彌勒定，他就是彌

勒，你走到他處叩頭，他摸你的頭一下，就說彌勒替你灌頂了！其實是他替你灌頂，

他拿著東西敲你的頭而已！不過他就是這樣想，他入了彌勒定，他認為這樣就是彌

勒，你如果與他相應，就是他入彌勒定，他替我灌頂就即是彌勒替我灌頂，我現在要

受彌勒灌頂，你這樣與他相應，就變成那時就真是彌勒替你灌頂那樣解。如果你矇查

查(糊塗)不知道的，那些阿姆，別人去我又去，好像拜龍母娘娘那樣，去到就你又拜

我又拜，這麼奇怪敲一下頭，有什麼用？這樣，是嗎？

聽眾：他應該先告訴她。

羅公：這麼多人，他怎樣告訴你聽？

那些喇嘛連到中國話都不識講，那個傳話的也不識，傳話的根本亦矇查查 (糊

塗)，他對西藏話也不是很懂，亂講一些而已。本來就應該講清楚的，是嗎？講清楚

對他們才有用，當你清楚的時候就再受過灌頂囉！灌頂多幾次沒有緊要的，即是受

戒，你受戒多受幾次都不要緊，現在受戒最要緊有戒體，是嗎？現在十個受戒的，我

講得誇大一些，平均數來講，十個有九個無戒體，沒有戒體就等於沒有受到！著起件

袍即是等於什麼？

講得刻一些，從前有一個人，清朝就可以捐一些錢給政府做軍餉，政府就給他一

個五品，高就給一個四品的道台給你做，你肯給他二、三千兩白銀，就給你一個道

台，你就戴起一個藍頂，坐那些八人抬橋，咿咿呀呀那樣就很沙塵(張揚)的，二千多

三千兩銀而已！有一個人，有個文學家叫做汪中(1745~1794)，他，所以你們那些讀

書少人一定說，你就多事了！那個汪中活該多事了！其實世界上不可少了這種人，他

說這樣，見到人家如此張揚，捐了錢就坐起墨綠色的轎，拖翎戴頂，裏面一肚草，什

麼都不懂的，只有幾個爛臭錢，於是他不抵得(看不慣)，他怎樣？它自己租一隻馬，

「等住」那個人坐轎出來的時候，汪中就租一隻馬，汪中很窮的，走到紙扎鋪，別人

要來燒給那些死人的，那些死了第三日就拿來燒、燒、燒衣那些，有些是前後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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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些紅纓帽，他買一套那些東西，租一隻馬騎上去，戴起那頂帽，人家轎起，他

就先行，給你看看，搞到這個人周身不舒服，即是告訴別人，他這個坐轎的全靠什

麼？好像我這些紙扎的，什麼都沒有的，不是真的，汪中有這回事的。搞到這個人用

橫手(暗害)，大概送一百幾十兩銀給他，拜託你不要搞，你再搞我就對付你！那就好

了！收了錢就算數了！我不著這些衫了，汪中有這些事。這個汪中很有名的！即是一

樣。戒體是什麼？戒體就是種子來的，業種子，業，身、口、意三業的種子叫做「戒

體」，譬如你的師父替你受戒，那個傳戒阿闍黎在那裡，照理他應該問你的，或者不

問你都要清楚聽他的。

譬如你受五戒，他要問你，講你，不過普通好像問你，那個維那師會教你的，他

應該問你的，盡你的形壽你不殺生，你能不能？他問你，你就跪在他前面合掌，合掌

跪在這裏就是身業了，你的心想住我現在受戒了，現在他問我，我要答他了。這個就

是意業，當他問你的時候，盡形壽不殺生這個戒能持否？這樣問你，你就要怎樣？你

一定要答的，你不答就少了，你的種子不夠的，即是身、口、意，就沒有了口業的種

子，你要很鄭重，很虔誠、很鄭重，你說什麼？能！你一說「能」的時候，就三業具

備了，身業就是恭敬合掌；口業就是說能，意業是確實我有決心說「能」！

密宗所謂「三密加持」，那時，那時就真是三密加持了，那時，那個受戒一定安

奉釋迦牟尼佛的，釋迦牟尼佛的三業，與那些傳戒師傅的三業，與你自己的三業相

應，那時那種情景，一打進去，像打進電腦那樣，打入你的阿賴耶識裏就面成為種子

了，成為你受戒〔的戒體〕，當你被問：你能否不殺生？你說能的時候，那個打入去

的就是什麼？那個就是你不殺生戒的那條戒的種子，到了問你不妄語，你不記得，你

打了瞌睡，這樣你的那個種子就變成了矇查查(不清楚)了！別人受了，你就那一截是

差一些的，是嗎？打了進去之後，那個就叫做戒體了，戒的本質就是這種東西了，戒

的本質走進了你的「阿賴耶識」，到了你說你受過這個戒，將來你見到別人 牛的時劏

候，你就自然會覺得他真是不對了！我以後連幫襯都不幫襯他，自然就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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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戒體強，就算別人拿著牛肉給你吃，你都會說我不吃的。那個戒體會阻

止你、阻止你殺生，你受不妄語的戒，那個戒體就會阻止你，好像有些人說好似冥冥

中，什麼冥冥中？那裡有鬼神？冥冥中就是你的戒體阻止你，阻止你。如果普通這些

戒的種子的效力到你斷氣為止，那個業種子到你斷氣就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但是

這樣，種子有兩種，當你受不殺生戒的時候，一方面就是業種子，那個業種子就阻礙

你今世不殺生，阻礙你落惡道的，還有，同是那粒種子，從第二個角度來看，就叫做

「名言種子」，種子是什麼？不殺生的意念的種子，這個種子打進去，你一死了之後

那個業種子就沒有了，但是名言種子仍然在這裏，所以你第二世很容易有機會就呼群

引類，別人叫你：喂！我們去受戒，你去不去？你自然會這樣的，自然會怎樣？

有人講佛經，我也去聽，別人說就受戒，受不殺生戒好不好？你會很有興趣那

樣，你就會再受戒，名言種子就是這樣。即是那些種子有控制、控制力。這一世人完

了，但是另外那個本質就帶到千劫萬劫都帶著的，以後你一有機會，你就會再受戒，

有機會再受戒，〔因為〕那個戒體。現在的人沒有的，很高興地就入去，尤其是最不

合理的，就是烙那幾個疤，他都痛了！那裡還想得那麼多？要三業，三業加持那個戒

體才清淨的，這樣痛，那裡還搞的定？所以最不合理！印度所無的！中國人不知何解

搞出這些？燒、燒、燒、燒，廣東人就聰明些，就燒手……

聽眾：正式受完戒才燒的！

羅公：什麼？

聽眾：受完戒才燒的！

羅公：受完戒才燒嗎？

聽眾：是。

羅公：受完戒才燒都還好些，都是蠢！愚不可及！

佛不要你這樣，你表示決心，決心何需要這樣？你以為有決心是整幾個疤就有決

心了？要看做才有決心嘛！是嗎？即是等於我朋友，那個忍慧法師，他以前出過家又

走去還俗，這趟不還俗了！表示決心了，走去做什麼？斬了兩隻手指！別人燒，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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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燃兩隻手指，他說怕燒又痛，要找個外科醫生替他切！真的！現在忍慧法師，我

幾乎每個月發夢與他傾偈(聊天)的！不知何解？他與我如此有緣？

聽眾：是不是死了？

羅公：什麼？

聽眾：是不是死了？

羅公：死了！因為他出家，當時我勸他出家的，七十幾歲了！老婆、妻子都死了，剩

下孑然一身做什麼？我說你出家吧！他說：我沒有錢！嘿！你無錢？叫我老婆

的母親，我外母(丈母娘)送了件什麼給他？送了件袍給他，是嗎？

聽眾：全部受戒，全部受戒所需的。

羅公：是，送件袈裟，送件袍給他，又找那個打武的，白鶴派的宗師吳肇鍾，吳肇鍾

與他老朋友嘛！吳肇鍾見他出家就送 300銀給他，你出家都要本錢的！你受

戒無錢都不行的！是不行的！你無錢都不行的！是要有錢的。不是只是有件

袍，有件衣那麼簡單的。

聽眾：要很花多錢的！

羅公：很多錢的，吳肇鍾送 300元給他。

一會講給馮公夏知，馮公夏又送一百元給他；馮公夏那個朋友何兆貞又送一百元

給他；誰知他說一說出家就有千幾銀收入！那時四十年前、三十幾年前，千多元很好

了！我們得三百幾元薪水而已！他說一下出家受戒，就隆隆聲很快有了千幾元！他去

找醫生就白白被醫生罵： ！我替你做這些事？去找醫生就被人罵。結果就找了誰？唓

西醫底(基礎)而做中醫的，上海同濟、同濟醫科大學，同濟大學畢業的，那個叫做張

公樣，張公樣很多著作的，做中醫的，找到張公樣，張公樣是我同學，我介紹他認識

的，他走找張公樣：喂！你不要告訴老羅，他一定反對的！你替我切去兩隻手指可不

可以？

張公樣也是信佛的，不用的！信佛何須切去手指？不好！兩隻手指有用的！你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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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有用的！張公樣說：那些愚夫愚婦才這樣搞而已！你有知識的人不要這樣搞。不

是，我表示決心，我幾十歲了，做這一點點東西，老老實實了，如果你不替我做，我

跪在你面前！張公樣說：你不要搞！你是我的老朋友，我不肯替你做這些事，而且我

是無牌的西醫，一搞出事我不得了！我介紹一個人給你，有個人很了不起的，做軍醫

的，也是無牌的，在九龍城行醫，做軍醫的就整日割症(做手術)的，介紹他去九龍城

〔寨〕裡面，無牌的外科醫生，當時那個外科醫生，你求其吧，你隨便送三、二十元

給他，這樣就送了 30元給那個醫生，那個醫生用麻醉藥替他麻醉，切了他的兩隻手

指，還給回他兩隻手指，用瓶子裝防腐劑了，切了之後就講給我聽，喂！老羅！你看

看！你看看！你何解做這樣的蠢事？不是蠢！這是我的決心。諸佛菩薩不外如是。這

樣我也無謂講他了。我說：燒了它啦！留來做什麼？這些遺骸、殘骸來的，燒了它！

你放著它做什麼？係喎！怎樣燒？嘿！我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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