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的時候是粗的推理，「伺」的時候是微細的推理。如果是真真正正見道的

時候，完全是現量的，「無尋」兼「無伺」。不推理的，直情是「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當你飲水覺得冷、覺得暖的時候，不會說這些水為什麼是冷的？是嗎？煲了多

久，又歇了，所以它就冷，是嗎？煲了幾多分鐘，所以它是這樣熱。沒有這些推理

的。好了，這樣於是就有幾種定了，是嗎？修止觀的時候。現在分兩段，戊一、戊

二；戊一是問，戊二是答。我們看，戊一、問，「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彌勒菩薩又

問佛了，怎樣問呢？「世尊！」叫一聲：「世尊(啊)！是奢摩他、毘 舍那，云何名鉢

有尋有伺三摩地？云何名無尋無(唯)伺三摩地？云何名無……」不是！「云何名無尋

唯伺三摩地？云何名無尋無伺三摩地」？

好了，來到這裏先要解答「三摩地」這個名，梵文叫做 sam dhiā ，舊譯譯作

「三昧」，新譯譯作「三摩地」，原來的意思，sam dhiā 這個字譯做「等持」，

「等」，每一個剎那相等，其意思即是連續，第一個剎那、第二個剎那、第三個剎那

一路連續下去，連續地持心、控制，抓住，把你的心抓住，連續地抓住。意思即是什

麼？當你第一個剎那想著孔夫子的時候，第二個剎那你都沒有想別的東西，都是想孔

夫子；第三個剎那也是想回孔夫子，第四個剎那都是想回孔夫子，這樣就叫做什麼？

「三摩地」了。連續、連續控制住你的心，不給它散了出外面，凡宗教家的，世界上

的宗教，除非它是那些很低級的拜神的宗教，否則它一定是很注重「三摩地」的，佛

家修止觀完全就是「三摩地」，連續控制那個心的。

天主教、基督教祈禱的時候都是連續控制住心的，不讓心散出去。只是那些拜石

頭那些，拜石頭那些都要〔如此〕，當他拜的時候都是要連續持他的心的，是嗎？那

些問米婆問米的時候她都要連續持心的，不是這樣她問米問不出的。她都有定的，問

米婆都有定的。原意是譯做「等持」，「等持」就有兩種，即是我們用的時候有兩種

用法，第一，在五十一個心所之中有一個叫做「定心所」，「定心所」，五十一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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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之中有一類心所叫做「別境心所」，「別境心所」之中有哪幾個？記不記得？看看

有沒有人記得的？「別境心所」？「別境心所」有五個。

聽眾：「遍行、別境、善、煩惱……」

羅公：第一個記不記得？「遍行心所」有五個：「觸、作意、受、想、思」，「別境

心所」也是五個，哪五個？

聽眾：「欲、勝解、念、定、慧」。

羅公：什麼？「欲」，第二呢？「勝解」，第三呢？

聽眾：「念」。

羅公：「念」，第四？

聽眾：「定」。

羅公：「定」。就是這個了，「三摩地」，sam dhiā 。第五就是「慧」，這樣要念熟

它的。你念，你們想學佛法，尤其是，不是叫你們學唯識，你一定要讀的，如

果你在香港，你在佛教中學畢業考會考，考佛學這一科，你都要念熟它才行，

這個《唯識三十頌》，《唯識三十頌》現在很容易念過的。大家可以找，現在

很難了，要在香港買了，我都買不到了，香港買 35元一本，去那裡買啦！

聽眾：佛學書局。

羅公：法苑精舍有得賣，你要將《唯識三十頌》念熟了它，兩篇書而已，就是這麼

多，一頁，一個 leaf，將來念熟它，你學佛一定要念熟它的！

你那些「心所」你會念得很清楚的，尤其是你那些想學習講經的那些，《唯識三

十頌》念不過，最好你就不要去講經，不要講經給別人聽，念得過你講經，你在多倫

多，縱使不是第一流你都是第二流了。因為多倫多太過，在佛家的文化來講簡直就是

沙漠來的，「思」就是推度，「慧」就是微細的推理，一時又當……「定心所」即是

那個「別境心所」裏面的「三摩地」，「定心所」。有時「三摩地」就當止觀那樣

用。這裏就當什麼？當止觀那樣用。慈氏菩薩對佛這樣問：「是奢摩他、毘 舍鉢

那」，「是」即是此，「奢摩他」是止，「毘 舍那」是觀，他問這種止觀「云何名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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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尋有伺三摩地」呢？「云何」、什麼？止觀裏面有很多種，有一種叫做「有尋有

伺」的「三摩地」，即是「有尋有伺」的止觀，即是很粗淺的止觀，「云何名無尋唯

伺三摩地」？哪些叫做「無尋」，只有微細的「伺」的「三摩地」呢？

「云何名無尋無伺三摩地」呢？連「尋伺」都沒有的，「無尋無伺三摩地」，見

道亦是「無尋無伺三摩地」。但是入了那些無想定，好像睡覺那樣，也是「無尋無伺

三摩地」，有好也有壞，你不要以為「無尋無伺」就一定好，現在那些人，修定修得

幾個月，他修到怎樣？修到好像一心不亂的時候，他就告訴人：嘿！我現在修定修得

一心不亂了！這個心一點都不起了，一念都不起了！這個就死症了！又是死症了，如

果修到完全一念都沒有就死症了！何解呢？六祖說這樣的東西沒有用的，六祖講的，

不是我講的！如果你說不對，你就問六祖，記不記得？

臥輪走去六祖那裡參學，六祖說：你以前學了什麼？以前有位法師教我，教我入

定，入到我一心不亂，一念都不起的。他有一首偈，記得嗎？「臥輪有技倆」，我有

些辦法，有技倆，就「能斷百思想」，有百種思想都可以斬斷的，「對境心不起」，

在入了定以後對住境心都不起的，就「菩提日日長」了。他就真是荒謬到極！

那些「菩提」就一日一日好像菩提樹那樣一日一日長大了！「菩提日日長」。簡

直當「菩提」好像菩提子那樣搞法！「菩提日日長」。六祖一定是幾乎笑起來，他說

我就不是了，我又有一首偈，什麼偈呢？他讀出來：「慧能沒伎 」，我慧能就沒有俩

技倆的，沒有辦法的，「不斷百思想」，我整日思想的；對境心、「對境心乍(數)

起」，他說，我對境界整日都起心起念的，你卻不起念，「菩提作麼長」！我那裏有

「菩提」可「長」？無菩提可「長」，無菩提可「長」的。有一回這樣的事。一種叫

做「無尋無伺」的「三摩地」，這種講法後面答了，佛答他，你要看它，分兩方面

答，好了，夠鐘了。

第一，我講完這裏，唯就地前辨差別相。即是未見道之前，未入初地之前，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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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三摩地」，但是見道之後都有這種「三摩地」的，連見道計算，即是兩種答法

都可以，一種答就不計見道的，見道以後不計算，第二種答法就連見道都計算在內，

這樣就兩種不同的答法。己一，唯就地前辨差別相。己二、通約，「約」字當「就」

字解，與那個「就」字是一樣的解。「地上」即是初地以上來到辨別這個差別的情

況。「相」就是情況。現在夠鐘(時間到)就先不講了。

聽眾：90年 3月 25日。

羅公：極之歡喜的，從來未試過這麼歡喜的。現在一般人所謂見性，就是「極喜

地」。所謂「見道」，又是「極喜地」，大抵一到「極喜地」就差不多與三惡

道就絕緣了，不會再有所謂地獄、餓鬼、畜牲這三道了。這樣在「極喜地」之

前，我們眾生的生命雖然我們裏面是有無漏種子，但是從來未曾出現過的，第

一次出現就是「極喜地」了。

現在下面就勸初學的，已經讀過了是嗎？辛二？上文講真正的修行就是在「極喜

地」才真正開始的，但是「極喜地」之前的眾生應該怎樣呢？下面勸他們。勸初學

者，那些初學的人：「善男子！初業菩薩亦於是中隨學作意，雖未可歎，不應懈

廢。」那個釋迦佛他覺得上文所講的都是講得太高深了，是嗎？又恐怕那些初學的人

就攀不到，於是他就說，「善男子(啊)！初業菩薩」，即是初修業的菩薩，即是初學

修止觀的人，「亦於是中」，「亦於是中」的「是」字在佛經裏面的習慣上，那個

「此」字，那個「是」字很多時候當「此」字解，「亦於此(是)中」，「此中」者，

即是這裏，譯做白話，「是」即是這，「中」就裡面，這裏。

「亦於這裏」，即是上文所講的修止觀的方式，應該「隨學作意」，應該跟隨著

那些已經見了道的人去學。「作意」，「作意」者，普通的「作意」就是指「作意心

所」，但是這裏的「作意」兩個字很廣義的，指修定，指修止觀，這個「作意」是指

修止觀的「作意」。應該跟隨著那些高級的人一齊修學止觀作意，跟他這種人修，有

時譬如我們那樣修，連初禪有些人都未必入得到的，是嗎？如果是「極喜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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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定是超過了第四禪，一定是第四禪以後的。所以我們的定力亦很差的，那個觀

因定力不夠就會很模糊的。

但是我們，如果我們肯學，總有一天我們就會真真正正入到很深的止觀的。「雖

未可歎」，初學的人所得的結果雖然不值得讚嘆，但是「不應懈廢」，他會一步一步

進步的，所以初學的人不應該「懈」，懶惰叫做「懈」，「廢」者，就是放下不做就

叫做「廢」，這樣鼓勵那些人的。以上就講了丁九了，是嗎？以上就丁九，就是講了

止觀門，他勸人要修「依法止觀」，不要修「不依法止觀」，他說「不依法止觀」是

那些蠢的人修的，而聰明的人應該學修「依法止觀」。現在丁十了。這樣就解止觀之

中，有些，你們現在有很多人有問題，有一個問題，譬如你會問，譬如我們入定了，

入了定之後是不是要什麼思想都沒有呢？不是的！你如果這樣是錯的！

如果入定裏面，你學修定的人有兩種是錯的，第一，一種人他入了定之後，沒有

辦法控制到思想，他想不思想的時候偏偏要想，他要想的時候就不能夠想，這樣，這

個是錯的。第二種人是這樣，以為什麼都不想就是最好了，也是錯的，什麼都不想，

你不如吃安眠藥？何需學修止觀？是嗎？所以也是錯的，要怎樣才不錯呢？需要想的

時候你可以想，要不想的時候，你可以控制到不想，全部你能自己控制到，要想就

想，要不想就不想，要怎樣想就怎樣想，你能夠控制到。

這樣，修止觀就合格了。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修止觀的時候，有時是有思想

的，有時是停止不想的，有思想的就叫它做「有尋有伺」，「尋」，那天講過了，

「尋」者，那些粗的思想，「伺」就是那些很微細的思想，「有尋有伺」，「尋」、

「伺」兩個字佛經裡面時時合來用的，「尋伺」兩個字舊譯譯做什麼？譯做「覺

觀」，有「覺」、有「觀」，是嗎？你們讀什麼？你聽見人講過，有沒有聽見人講過

《八大人覺經》？整日講「覺觀」，是嗎？

那些講經的人都不知道「覺觀」就是「尋伺」，這種人連「覺觀」是等於「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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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覺」即是等於「尋」，慧多，不是！思多、思多而慧少的，很粗的思想叫做

「尋」，舊譯譯錯了，就譯作「覺」字，那個「伺」字，很微細的去觀察，好像貓觀

察老鼠那樣，很微細地觀察叫做「伺」，「伺」呢？舊譯譯錯了，譯做「觀」，所以

「尋伺」兩個字譯做「覺觀」，根本就是錯的，但是那些人不知道它錯，亦不知道有

沒有錯，亦不知道「尋伺」兩個字，亦不知道「覺觀」兩個字即是等於「尋伺」，還

有些人這樣就貿貿然就講經。而那些不懂的人，又貿貿然說：講得真是好了！

天下那些蠢的人很多的，大家不要那麼蠢。「有覺有觀」即是「有尋有伺」。好

了，他說「尋」就是很粗的思想，「伺」就是很微細的思想，修止觀的時候，有時候

就是「有覺」、「有尋有伺」的，有時就會怎樣？「無尋唯伺」的，即是沒有了那些

粗的思想，還有很微細的思想的，「唯」、「唯伺」，「無尋唯伺」，只有微細的思

想。還有一些叫做「無尋無伺」的，又「無尋」，又「無伺」的。這樣就有三種不同

的情況。

他於是，即是修止觀有這三種情況，那個彌勒菩薩恐怕那些人不是太明白，於是

就提出來問釋迦牟尼佛，於是有這一門，丁十，有尋有伺等差別門。「等」是等什

麼？第一是「有尋有伺」了，「等」是等什麼？「等」字就是英文的 and so on，et

cetera，即是「等」，「等」什麼？「等」「無尋唯伺」與「無尋無伺」三種。他用

一個「等」字就概括了下面的兩種，「差別」即是不同，三種種類不同，「差別」。

「差別」即英文的 difference，不同，三種不同。這裏現在就講這三種的。

好了，下面分兩段，戊一、戊二，戊一是問，戊二就答。戊一了，有 。「慈氏櫈

菩薩復白佛言」，慈氏菩薩即是彌勒菩薩，彌勒菩薩於是又問釋迦牟尼佛，他說，他

怎樣問呢？下面：「世尊！是奢摩他、毘 舍那，云何名鉢 (為)有尋有伺(的)三摩地？

云何名無尋無(唯)伺三摩地」？云何又叫做無……不是！「云何名無尋唯伺三摩地？

云何名無尋無伺三摩地？」提出三個問題去問他，「世尊(啊)！」叫一聲他，你讀佛

經的時候，讀著讀著忽然那些問「薄伽梵」，「薄伽梵」即是世尊了。Bhaga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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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我們讀那些印度人的思想，很喜歡有一篇東西叫做《薄伽梵歌》

(《Bhagavad G tī ā》)，印度人視為聖經中的最神聖的，《薄伽梵歌》，bhagavat的

歌，印度人一般稱大梵天王就稱作 Bhagavat，稱為「世尊」，佛教徒就稱釋迦牟尼

佛，稱做「世尊」，世間之尊。他說：「世尊(啊)！」叫一聲他，「是奢摩他、毘鉢

舍那」，那個「是」字當「此」字解，因為「此種」即是「這些」，這些止觀，「奢

摩他」就是止，「毘缽舍那」就是觀，這些止觀，即是你釋迦佛所講的那些止觀，裏

面有很多種，第一種「云何名有尋有伺三摩地」？第一種叫做「有尋有伺」的定，修

止觀，「三摩地」舊譯譯做三昧，梵文字 sam dhiā ，sam dhiā 譯做三昧，也譯做

「定」，本來這個「定」字就是指五十一個心所裏面的「定心所」，但是廣義來講，

狹義就是指「定心所」，廣義來講，所有一切修禪定都叫做「定」，止、觀結合都叫

做「定」，止亦叫做「定」，觀亦叫做「定」，即是等於我們現在，凡人打坐我們都

叫它做「禪」，一樣。

這樣有一種是「有尋有伺」的「三摩地」，即是有很粗的思想，亦有很細的思想

的；第二種了，「云何名(叫做)無尋唯伺三摩地」？這個「云何」就是，兩個字與英

文的那個what，什麼叫做「有尋有伺三摩地」？怎樣才叫做「有尋有伺三摩地」？

云何又叫做「無尋唯伺三摩地」？怎樣又叫做「無尋」、什麼或者怎樣就叫做「無尋

唯伺」？沒有了粗的思想了，「唯」即只是，只是有微細的思想而已，「云何名無尋

無伺三摩地」？怎樣又叫做連所有思想都沒有的？完全沒有思想起的呢？這樣怎樣叫

做完全沒有思想起？剛才我不是說好像吃了安眠藥的那樣？又不是完全是這樣，「無

尋無伺三摩地」又不是一定個個都好像吃了安眠藥那樣，不是的，兩種的，一種是什

麼？有一種那些蠢的人，以為坐到什麼都不想就很好了！

於是入了定之後就等於什麼都不知道，這樣這種也是「無尋無伺」，這種「無尋

無伺」是沒有用的，另外一種「無尋無伺」就最高級的，即是無須用思想的，不用思

想，直情體驗到的，好像當他入了「極喜地」，見性，證到真如的時候，就不是用思

想的，直情用現量體驗到的，無須用「尋」、無須用「伺」的，直情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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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不明白？譬如一個人，你未見過一個人，有人告訴你聽，某個人的鼻是高的，

下巴是長的，或者那個額頭是突的，如此這般，你就將他一路聽一路想，你就叫「有

尋有伺」了，是嗎？當你見到他，一眼望到他的時候，那時你何須要想？是嗎？整個

在你面前了，那時候就變成怎樣？那時就「無尋無伺」了，是嗎？

所以「無尋無伺」有兩種，一種是烏凜凜，人家講某一個人，你根本不知，那個

人是怎樣的印象都沒有，是嗎？一點觀念都無，就「無尋無伺」了。講給你聽的時候

你一路想就是「有尋有伺」，當你見到他，整個在你面前，你整個看清楚的時候，亦

是「無尋無伺」了。這即是說頭一段與尾段都是「無尋無伺」，聽不聽得明白？兩節

都是「無尋無伺」。頭一段矇查查(不明白)又是「無尋無伺」；尾那一段很清楚的也

是「無尋無伺」，即是有兩種了。現在哪一種才對呢？下面你不用理它，先看下面，

下面是釋迦牟尼佛答了。

戊二，答了。答裏面分兩段，己一與己二，己一唯就地前辨差別相。「唯」即是

只是，英文的 just，只是在地前，即是未見道之前，即是見道之前，「地」者，「極

喜地」，在「極喜地」之前那一段，「辨」就是說明，來到說明這三種定的不同之

處，「有尋有伺」、「無尋唯伺」與「無尋無伺」這三種止觀的不同之處，其差別的

相，「相」即是相狀的情況，己二，通約地上辨差別相。不只是在地前講，連到入了

地，即是已經入了「極喜地」，已經見了道，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路到佛地

以上，在這麼闊的範圍裏面「辨」，「辨」即是說明，說明它那種，這三種不同的

法。這樣就己一了，唯就地前辨差別相。

三種，於是就分三段了，庚一、庚二、庚三。庚一，辨「有尋有伺」的「三摩

地」了。說明「有尋有伺三摩地」；庚二就辨「無尋唯伺三摩地」了；說明這個「無

尋唯伺三摩地」；庚三就辨「無尋無伺三摩地」。現在我們先讀庚一，辨「有尋有

伺」的「三摩地」。「佛告慈氏菩薩曰」，於是釋迦牟尼佛講給彌勒菩薩聽，他說：

「善男子(啊)！」叫一聲他，「善男子！於如所取尋伺法相，若有 顯領受觀察，諸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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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摩他、毘 舍那，是名有尋有伺三摩地。」一句。解第一種，善男子啊！如果那個鉢

修止觀的人，「於如所修(取)」，「如」即是依照，依照他「所取(的)尋伺法相」

「取」即是了解，了解，那個心所想、所了解的，「尋伺法相」，要用思想去想的那

種東西，那種道理，「法相」，「法」就指那些經論裏面的道理，「法」的相狀，即

是道理的情況，「法相」兩個字就是這樣來的，「法相」，「法」的相狀，即是那種

經論裏面所講的那種道理的情況，即是你簡單來講就是道理。

「尋伺」的法相，我們用思想去了解的那種那樣的道理，即是所謂哲學，哲學思

想，依照他所了解的那一套思想，這樣將那套思想就要來修定，修「三摩地」了，修

「三摩地」的時候就觀了，先將心澄清了，先止，止完以後就觀了，當我觀的時候，

「若有 顯領受觀察」，觀的時候，又修止，又修觀的時候就「奢摩他、毘 舍那」麁 鉢

了，修止觀了，修「奢摩他、毘 舍那」有兩種情況的，第一種，是有一種「有 顯鉢 麁

領受觀察」，很「 」的，這種「 」即是很明顯的，「 顯」即是很明顯的，「領麁 麁 麁

受」、「領受」即是知覺，在定中有一種很明顯的知覺，很明顯的，不止知覺而且

「觀察」，「觀察」是怎樣？依著、依住我們的思想規則一路去想，換言之，即是依

著一套邏輯去想它、觀察它，很「 顯麁 (的)領受觀察」，你們現在修定，最多都是很

「 顯」的「領受觀察」而已，很微細就做不到的。麁

我舉個例給你們聽，譬如你觀，你修止與修觀，就修止來講，譬如修止，譬如你

是學密宗的，你修個月輪觀，修個月光，你試一下觀那個月，黃麗麗你想一想，你閉

上眼睛想一想那個月光(月亮)，你想一想那個月光，你閉上眼睛想一想那個月光，在

你前面，想不想得到月光？兩頭走的，是嗎？一團火，一團光兩頭走的，是嗎？不能

定在那裏的，你想定卻不能定的，與你睜開眼睛看八月十五月光是不同的，是嗎？很

粗的。一堆那樣的，很「 顯麁 (的)領受觀察」。即是說，你都不止修，我看你修半年

都是很「 顯」的，是嗎？半年左右，你慢慢你就怎樣？會見到整個月亮在前面了，麁

那種就不是「 顯」了，就很微細了。聽不聽得明白？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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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試一下，這樣觀月輪觀就這樣了，你觀佛像，觀那個佛整個在前面那樣，觀了

頭就不見尾，觀腳就不見了頭，是嗎？你試一試，你閉上眼睛觀一下，你試一下，觀

一下佛像。如果你是天主教的，當祈禱的時候觀一下那個聖母，看到頭就不見腳，看

到腳就不見了頭，不是整個玲瓏浮凸在那裏的，因為何解？

你這種叫做「 顯麁 (的)領受」，是領受到的，是嗎？領受即是 feeling，有個感

覺，很粗的，很「 顯」的，但是漸漸地你就很微細了！如果你朝朝晚晚去修，半年麁

以後，有些人半年左右，是嗎？有些人就三年都不行的！如果你是日日要做事的。我

聽說有些說七、八年都搞不定的，他事幹多就不行。所以如果你在深山裏面，在茅棚

裏面修行就快了，可能三、兩個月就整個佛豎在你面前了。如果你要出去做事，日日

要打工，我恐怕你三年都搞不定。

「 顯」，如果一個菩薩他只有一種很「 顯麁 麁 (的)領受」，就整個在面前被你感

覺到的，領受，觀察，你將他來觀，修止就只是領受而已，修觀就還要觀察了，觀察

是什麼？如果你是修密宗的，你修月輪，你就觀什麼？觀月輪裏面有個「阿」字，

「阿」字就當空那樣解的，何解又空？為何是空？一路這樣一套邏輯那樣來想，一切

法都是空的，如何如何，一路這樣想，整套邏輯，好像成篇大文章那樣的，那樣想、

那樣觀的。如果你是這樣，如果我們，你們，如果你們平時都不多思想的，隨便想樣

樣都是空的！

佛經都說「五蘊皆空」了，還不空嗎？空的了！其實你這樣很粗的！你以為佛說

空你就是空嗎？為什麼道理而空？你要講很微細，與邏輯扣得很緊的，要 logically，

一點都不要錯誤，很微細的，那些才是「微細」了。普通你就是「 顯」的而已，那麁

些是「 顯」的觀了，是嗎？微細的觀就不同了。如果只有「 顯」的領受觀察，這麁 麁

樣來修「奢摩他」，修止。「 顯」的領受觀察去修觀，如果這樣修，你修十世都不麁

能見道的，你如果這樣修，你不要以為這樣修了，我早上一早五點多我就起身修了，

夜晚臨睡我都修兩個鐘頭，這樣可以嗎？如果你是「 顯」的，你一萬世你都不能見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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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這樣修又如何？是嗎？一定要怎樣？由「 顯」進入「微細」的，微細到極就麁

連邏輯都整套拋開它，再入到「無尋無伺」，那時的現量然後才見道。有「 顯麁 (的)

領受觀察」，這些就「是名」，「是名」，即是此也，「是名」，這就叫做，「是

名」，這就叫做「有尋有伺(的)三摩地」了。現在你們修的，普通都是這種而已，這

種「有尋有伺三摩地」。

「無尋唯伺」就已經相當架勢(了不起)了。如果那些整日盤腿不知所謂坐在那裏

混混噩噩，那些就連「有尋有伺」都講不上，那些修、修、修十世都無用的！「尋

伺」的力很重要的，要將它……本來我們生理上就沒有一條「任督」二脈的，根本就

沒有的！你問一下醫生就知道了！你解剖的時候見不見有條「任脈」的？見不見有條

「督脈」的？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但是他用「尋伺」的力，會帶通那條「任督」二脈

的！他就怎樣呢？他想，我現在呼吸入了，入就想了，呼吸入的時候，最好就不要

帶，但是那些人就帶的，帶會帶出禍的！

我告訴你，你不要亂搞。普通帶什麼？入了，將它帶了，將那個呼吸帶，好像一

條蛇那樣，一條線那樣，一條光的線，在那個鼻裡入，兩個鼻孔入，入到上面就匯

齊，在這裡入，一入到這裏，入到這裏匯到喉嚨，一路下，帶它，帶、帶，初初就帶

到心口，就好像要抖氣(呼吸)了，要噴出來了，你就要噴出來，漸漸將它來再帶，帶

落一些，帶到橫隔膜，不只帶到橫隔膜，再進一步帶到肚臍，每一次呼吸，那條線就

好像一條小蛇那樣走入裏面，怎樣？用什麼來帶？用「尋伺」，用「尋伺」的力，初

初如果你能夠這樣，就已經是什麼？已經是微細的「尋伺」了。初時粗的「尋伺」你

帶不到什麼出樣？

現在就粗、細之間，你就當它粗的，很粗的，用它來帶，帶到橫隔膜，再漸漸地

帶到肚臍，再漸漸地一路帶到過了肚臍，肚臍下面第四隻手指那裏，這個是肚臍，第

四隻手指那裏，那裏叫做「丹田」，到那裏，想每一次呼吸就帶到那裏，帶到那裏就

好像轉一轉那樣再噴出來，全部用什麼？「尋伺」而已！你以為真是有那條脈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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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找具死體看一看有沒有這條管？這樣的一條氣管？沒有的！完全你用觀念，用

「尋伺」創造這樣的東西，幻、「創造」兩個字太好了，幻想、幻想一條這樣的東

西，即是說你完全是什麼？你那種修定法完全是你的幻想曲來的！

再漸漸地，每一次落到丹田，不止落，還停一會的，停一、二、三、四，可以數

幾下，然後再噴出來的。想、「尋伺」，你能夠做到這樣就已經是進入什麼？「無尋

唯伺」了，再漸漸地將它來帶，直帶落，帶到去你的肛門，帶到肛門，每次呼吸都

直，那個呼吸，好似那些氣直落肛門，不止好像那些氣直落肛門，每次呼吸都好像是

那些白光來的，白光一路一條線直落到肛門，然後才回頭再噴出來。你就會覺得那些

白色的一條線噴出來，一呎以外才散的，一尺以內都不散的，去到成五、六呎都不散

的，你不能做到，不容易做得到，一尺左右。再進一步，將它去到肛門的時候，肛門

中間是通的，那個窿，在肛門兩邊過了。過了肛門之後就再合成一條，那兩條白光一

路將它想，一路爬，爬到尾龍骨。你自己去摸一下肛門後面，好像一條尾那樣的，凸

一點的，有沒有？你摸一下，有、有、有，本來人類初時是有尾的，是嗎？我們一路

進化了，沒有了你條尾，還有一點點那麼多的，還有一點點那麼多的。

我們那些幾多萬年前的祖宗，那裏有條尾生出來的，摸那裡，帶到那裏，將它來

帶，帶而已，設想而已！再到那裡後又再久一些，每次帶到那裏就停一停，然後回

頭，再久一些，一些，將它來帶，一路爬，好像一條百足(蜈蚣)在那裡爬，爬那條脊

骨，一路爬，爬到這裏，這裏、這裏有一個竅，有一個窿(洞)骨，那個枕頭的骨，那

個蝴蝶那樣的骨，是嗎？帶到那裏，帶到那裏，每次呼吸一路走，走到這裏停一陣，

轉一轉然後才走回頭再噴出來，是不是真是有的，假的，幻想來的！如果你說有是真

的，有些人說是真的，他說真的你就由得他說是真，你不要受他騙，你要知道不是真

的，是幻想，這樣，再進一步將它一路帶，帶到這裏了，那個尾那裏叫做「尾閭」，

我們好像大海那樣，「尾閭」是海裏面洩水的地方。古人有一種迷信，這麼多河流都

流進海裡，海豈不是很容易滿？但是海始終一萬年都不滿的！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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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沒有我們那麼聰明，古人蠢過我們，他以為海一定有一個眼，太滿的時候，

那些水它就會從坑渠的眼滲出去，所以那個海是永遠都不滿的，所以那個「海眼」，

道家就叫那裡做「尾閭」，那些氣去到那裏會洩出去的，「尾閭」。當你過到這裏，

你就叫做「玉枕」了，關，「玉枕關」，「尾閭」也是關來的，「尾閭」，「玉枕

關」，「尾閭」就不用加那個「關」字，「閭」者，那個閘門叫做「閭」嘛！就不用

要「關」字，「尾閭」就不要叫做「尾閭關」，是嗎？

「尾閭」就已經包括「關」了，但「玉枕」就要「關」的，這個「關」來的，想

它，想它經過「玉枕關」一路來了，都幾爽的，你每呼吸一次，覺得呼吸一路轉，一

路吸，不是！那個呼吸一路吸去到丹田，去到丹田了，我補充，吸到丹田，去到丹田

處旋轉，停一輪，停一輪就結成好像一粒紅棗那樣的，光的，我都試過，我都想到，

一吸吸到一條線，吸到那裡好像一粒紅棗那樣豎在那裏，光的，放光的，然後那些光

就散了，變成一條線在下面，當你呼氣，吐氣了，你可以怎樣？

當你的氣，吸、吸到滿在丹田處的時候，你試一下，今晚回去試一下，你數，

一、二、三、四，至少都數四下，那個四怎樣數？聽你的心的脈搏，但是心臟病的你

就不要做！嚴重心臟病你就不要做，輕的心臟病，會醫好你的心臟病，但是嚴重的心

臟病你會死的！你就怎樣？數著那個心，你就聽到砰、砰、砰、砰，一路吸氣，吸到

那裡就停在那裡，就讓心砰四下，四下就散了，又呼出了，呼出那條路有幾遠？由丹

田一路經過肛門，一路經過「尾閭」，再經過「玉枕」，再這裏又叫做「鵲橋」了，

「鵲橋關」了，又叫做「天根」了，帶到這裡，然後帶到這裡，然後怎樣？在鼻腔處

一條線那樣，一個箭咀那樣呼出去了。這樣完全呼出去了，又將它怎樣？那個呼吸又

入了，又這樣帶了，帶、帶、帶，帶到落丹田，又停，停一會之後又這樣，你說多久

一個呼吸？你想想，有些人還停，停在那個丹田處，停到怎樣？那些印度人將它來停

到怎樣？那些西藏人與印度人聽到六十下！你不要做！小心會爆血管的！他們就可

以，那些氣落到丹處，那個心跳 60下然後才走出來，不是一下就走出來，還是在背

脊爬出來。這事不要做這種事，我曾試過 40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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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時你幾多歲？

羅公：什麼？

聽眾：那時你幾多歲？數 40下？

羅公：現在都可以，40下鼓住在丹田那裏。很容易的，你試一下，你現在試一下，

你吸道氣，吸到落丹田，吸到丹田就頂住它，不要郁，你數一下，你聽不到心

的，你數一、二、三、四，拿個錶看著，一、二、三、四，我現在數，30

下，現在站在這裏都 30下，試一下，試一下，行不行？我剛才在這裡就 30

下，你不信，摸著我的肚，它這裡不郁的，你自己數一下，數一下，必要時

40下都可以，但是最多三十下我就不繼續了，三次就不幹了。

聽眾：那些練氣功是不是這樣的，羅公？

聽眾：是呀！是呀！

羅公：我講那種氣功是這樣，別人講那種氣功是不是這樣就不知道。

聽眾：我們那個師傅教都是你講這些，都是這些，如果是你剛才講的就是做這些。

羅公：是呀！

聽眾：你講的那些都做，不過 hold不到 40下。

羅公：什麼？

聽眾：不過 hold不到 40下。

羅公：是呀！做得好會很長命的，我的朋友馮公廈在紐約，不是！在溫哥華，現在都

怕八十九還是九十歲了，伶伶俐俐搭巴士，有車自己也可能不敢開，政府也不

給他駕駛，90歲還讓他開車？是嗎？他日日搭車回去佛教聯會去坐，吃東西

大件、大件，大件炸子雞來食，都不知幾精神！

聽眾：幾歲？

羅公：89歲了！玩弄精魂，把魂魄來玩，玩弄精魂。

人身有一種叫做什麼？每一個人的身體好像一個小天地那樣，這是西藏密宗的人

〔認為〕，每一個人的人身都有一種、有一種、有一種叫做「拙火」，所有人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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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 拙 火 」 的 ， 「 拙 火 」 那 個 字 ， 梵 文 叫 做 ku alinṇḍ ī 英 文 譯 做

kundalini，kundalini，有人譯做「軍茶利」，kundalini，昆茶利，kundalini，譯

做「拙火」，譯中文，有些人譯作「靈熱」，不用去找氣功師傅的！你識英文，走去

借一本叫做《靈熱》，叫做什麼法？《靈熱成就法》，有沒有？有沒有？沒有就問劉

萬然借，可以了！不用找，這是最好的師傅，一流師傅都不找？這個 kundalini即是

「靈熱」了。我教你，你想那個「靈熱」現，不過「現」到怎樣？會怎樣？會不會害

到你？那我就不負責任，因為何解？

有時是醫不到的，譬如你老人家血壓高的，「靈熱」一起就爆血管，那時怎麼

辦？它直衝上來，衝爆你的血管你怎麼辦？不怎樣，半身不遂你就夠弊了！很多喇嘛

修到半身不遂的！修這些「靈熱」修到半身不遂。他沒什麼，他鼓到腦血管爆了一部

分，右邊或左邊爆了，他有一邊身動不了。這樣，而且那些喇嘛喜歡飲酒，飲酒的人

修「靈熱」就更加容易爆血管。怎樣修呢？你就這樣，吸氣，即是怎樣修，修到自己

變成、身裏面自己變成一個女子，透明的身的，這些不用理的，這些是外面講的而

已。

主要就是這樣：吸氣，吸，吸到落去丹田下面，所謂「丹田」就不是道教說的

「丹田」，又不是肚臍下面第四只手指，而是由肚臍起至到會陰止，什麼叫做「會

陰」？你坐在那裏，你是男人就你的腎囊與你的肛門的中點那裏，即是你坐在那裏，

挺直條腰，張開大腿團腳坐在那裏，剛好貼住那張蓆的，貼住那張蓆的那裡，感覺最

敏銳那裡，那些神經交叉在那裏，那裏叫做「會陰」，上至肚臍下至會陰，整幅好像

一個波(球)那樣，那個地方，那個 place，那個 room，那個空間那裡，你每一個呼

吸，慢慢吸，吸到入那裏，就充滿那個、那裏，那裏觀想它好像一個壺那樣，好像一

個皮球那樣充滿的，是光的，那時候你就數了，初時你就修一、二、三、四，如果你

想佛加持你，更加可以！

你就觀想那個觀音菩薩，或者任何菩薩，觀想他，一吸進去的時候，他放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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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光，你念一個字：「唵」 (o )ṃ ！那光就一路，不是！你念「唵」 (o )ṃ ！你念

「唵」 (o )ṃ 的時候，你那個光放下去照落到那個佛那裡，照到觀音菩薩那裡。

「唵」！或者放到那裏了，然後才「阿」，念那個「阿」字，然後就「吽」！念完那

個「阿」字就「吽」！那道光就下來了，入回你的丹田了。入回你的下面了。以後

「唵、阿、吽」，「唵、阿、吽」，那道光一路打過去，那裡打過來，那裡停一停又

再打過來，這樣也行。

任你神而明之，任你想，你完全不要咒的，直情只是想，一吸進去你就數了，吸

進去你慢慢將它吸，吸進去，吸進去，吸滿了你就數了，一、二、三、四，四之後就

一路增加，一路路增加了，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一路到十，一、

二、三、四，一路到二十，每次呼吸停，正是當你停的時候，當你數到二、三十的時

候，你就會全身發滾(熱)的，鼓著那道氣全身發滾(熱)的，好了，有禍就在這裏來

了，這些道教徒叫做「武火」。火有兩種，火即是熱，一種叫做「文火」一種叫做

「武火」，「文火」就順其自然的，「武火」就帶它，鼓它走的。西藏人用喜歡用武

火，鼓在那裏，鼓在那裏你就覺得怎樣？發熱了！初時就小肚發熱，漸漸地那個熱力

就整到全身熱的，落大雪的時候，那些喇嘛不用穿衣服的！會全身滾(熱)的！

這樣然後，漸漸地做得多，就會覺得在那個會陰那裏，一條柱那樣直衝上來，衝

到差不多上下就散了，你不要束住它，你不要帶它走，由得它，順其自然，漸漸地它

就會一路直衝到頭頂，整得多的時候，你死的時候會怎樣？去了，在頭處，那道光在

那裏說去了，都是幻想，不過死的時候都幻想得種麼美麗，是這樣亦不錯，是嗎？好

過病到聲聲呻吟，確實這樣死法是很美麗，你覺得不覺得？

其實所謂什麼往生那些，用刻薄的說話來講就是死得美麗，還有一些就會怎樣？

覺得自己會出竅的，出竅又會再走進來，不過這樣，你走不進來，那時就是沒有保險

的，不能走進來就此去了怎麼辦？所以就不要，〔能否〕回來你沒有把握的，是嗎？

你試一下，不妨試一下，你試到那道，那道叫做「拙火」，「拙火」一起，衝到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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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上下你就順其自然，不再修就可以了，我就試過是這樣，它起就起到這裏了，起到

橫隔膜我就不幹了，我不幹了，我現在不修了。

聽眾：你修多久？修拙火？

羅公：我順便修一下，我每日都修的，每日坐的時候就修一下，修到這裏我就別搞

了，就這樣就算數了。萬一回不了來怎麼辦？這個世界那麼好！那時真是「無

尋唯伺」的，什麼都不想，只是一條線那樣上、上、上，還想它出了去，其實

都是「尋伺」。

這樣，這種「三摩地」叫做「無尋唯伺三摩地」。怎樣叫做「無尋無伺三摩

地」？不用「尋」、不用「伺」，當下覺得如此，那個真如出現的時候你既然無形無

相那樣，但又不是無，就覺得好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那樣，是這樣就這樣了，

我不是想出來的，確是如此的。這樣叫做「無尋無伺」，不過地前就沒有這種的，地

前的「無尋無伺」就好像死物一樣，地前，地上的「無尋無伺」就是見道，地前的那

種「無尋無伺」與睡覺差不多而已。所以現在有些人說，我打坐，打坐什麼都不想，

你這些是地前的「無尋無伺」，你這些不是好東西，與食安眠藥差不多的。好了，庚

二，辨無尋唯伺三摩地。「若於彼相」，「尋伺相」，那個「相」字是指「尋」與

「伺」的時候，經就教人怎樣？

觀「總法」、「別法」，這個「總相」、「別相」，「若於彼相」，即是這個

「總相」，「總相」、「別相」，這個「總相」就是什麼？例如你觀死屍就是「總

相」了，觀阿彌陀佛的樣子，不是！這個就是「別相」了，是嗎？如果你觀什麼？一

切法都是空的，這個就是「總相」了，連到「空」都是空的，一路觀，觀這個真如是

無相的，這個就是「總相」了，初時都是用「尋伺」的，你地前的一定要用「尋伺」

的，「若於彼相」，我上面註明，「彼相」，即是「總相」與「別相」，「總相」、

「別相」，「總法」與「別法」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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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 顯領受觀察」，雖然不會再有那些很粗的，即是矇查查的、很粗的那些麁

「領受觀察」，「而有微細彼光明念(的)領受觀察」，而有什麼？「微細」，非常之

「微細」的，微細什麼？「彼光明」，不是好像一團黑，沒有東西想的，好像很光明

的，「彼光明」，「彼」是指那些法相，總相與別相，好像，「光明」者，是什麼？

光明譯作英文就是那個 clear，很清楚的，那個「光明」不是放光，而是很清楚的

念，好像念，前一、後一剎那記憶回前一剎那幅東西，念、念，每一念、每一念都是

很清楚的，總相與別相的東西現出來的，「彼光明念」，那種那樣的「領受觀察」。

如果修止就只是「領受」；修觀就是「觀察」，好像、好像什麼？你修密宗的月

輪觀那樣，很微細，整個月輪立在那裡的。又好像你修，修那個西藏的氣功那樣，好

像真是一條線那樣微微入到丹田，在丹田那裏轉，轉幾個圈，然後才一路又再吐出

來，那樣真是整條線那樣清楚的，很光明，很清晰的，這樣都領受，這樣地觀察，那

種那樣的「奢摩他」，那種那樣的「毘 舍那」，「是名無尋唯伺三摩地」。這些就鉢

叫做「無尋唯伺三摩地」了。如果你修氣功見效就在「無尋唯伺三摩地」處見效的。

現在那些人修氣功就修到「無尋唯伺」就止了。他未懂得什麼叫做「無尋無伺三摩

地」。以為「無尋無伺」真是不想東西，不是的！六祖罵人，罵那個臥輪，說他什

麼？那個臥輪說什麼？「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罵他，罵他那種「無尋無

伺」，就不是罵那種見了道的「無尋無伺」。

庚三了，辨無尋無伺的三摩地。「若即於彼一切法相」，「一切法相」即是那些

總相、別相了，「一切法相」，「都無作意」，「都無作意(的)領受觀察」，「都無

作意」下面我有一個 comma在這裡的，這個 comma是我硬撇的，其實整句是應該

沒有 comma的，一氣呵成讀下去的，「若即於彼一切法相都無作意領受觀察諸奢摩

他毘 舍那」，一氣那樣讀下去的，應該沒有這一撇的，不過我見你們讀起上來沒有鉢

這一撇(逗號)你們難讀，所以就撇一撇(，)在那裏。「是名無尋無伺三摩地」。「若

即於彼一切法相」，「一切」即是所有，一切兩個字就即是譯做英文就是 all那個

字，一切我們所觀的道理；所觀的形相，「都無作意」，這個「作意」是狹義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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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留意的，不用特別留意的，這個「作意」是特別留意，不需要特別留意的，那種那

時，是不是好像死物那樣？又不是，如果你說好像食了安眠藥那樣，這些就更加不要

得，這些又不是好像吃了安眠藥，是「領受」，有「領受」，有知覺的，「觀察」，

你又可以修觀的，能夠做到這樣，不過你不修，不觀而已，那種那樣的「奢摩他、毘

舍那」，即是不用特別留意去想的，自然見到它在那裏的，「是名無尋無伺三摩鉢

地」了。這些叫做。

即是什麼？例如你修密宗那些什麼？修個月輪觀，修到你坐在那裡不用想那個月

輪的，你一說我現在要修月輪觀，一坐下整個月輪就在你面前，那個月輪不郁的，如

果你見佛就整個佛放光對住你，你不用想的，他對著你，不用「作意」，不用特別留

意地去想，而有「領受」、有「觀察」那種，這樣的。這種普通修觀，修念佛觀，修

什麼？修到你入了正式禪定裏面就有這種情形。這種叫做「無尋無伺三摩地」。如果

能夠做得到這樣，都是在四禪之內打滾而已，未曾講得到見道的。

這些是「地前」的，在地前如果你能夠做到這個第三步，你是資糧位的很高級

了，差不多是再進一步就是「加行位」了。這一句，這個高級一些的，就不是很低級

的，不是說很無知的那種，好像睡著覺，入了定好像睡著覺一樣的，那種就無知的，

那種就無「領受」，那些是無「領受」、無「觀察」的。這些有「領受觀察」的。了

解得到嗎？縱使未見道，但是都可以做到這三種，這個「無尋無伺」不是最尾，不是

最初的那種，不是像睡著覺那種，而是有一種很清楚的知覺的。

聽眾：羅公！

羅公：什麼？

聽眾：是不是起了輕安，入到初禪時才能夠「無尋無伺」呢？

羅公：初禪是嗎？初禪是初禪頭，初禪近分就「有尋有伺」，正式入了初禪仍然是

「有伺」，初禪是「無尋唯伺」，

聽眾：第二禪的時候？

羅公：二禪以上就「無尋無伺」了，二禪、三禪、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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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一路上三禪、至到非想非非想天，都是「無尋無伺」了？

羅公：都是「無尋無伺」。但是雖然「無尋無伺」，你要「尋伺」的時候是可以「尋

伺」的。即是控制得住的。這樣，如果你是初禪近分之前就是第一種了，「有

尋有伺」了，入了、正式入初禪，初禪的根本部分就「無尋唯伺」了，二禪、

三禪、四禪以上我們就不必講，二、三、四，就是「無尋無伺」了。

羅公：很難，找不到明師。哪裡要「明師」？這些就是明師！佛都還不是明師？最可

惡的，就是那些連這些真真正正的名師他都未讀過，就隨便教別人修止觀。連

「地上」都計的，就是下面了，二了，通約，那個「約」同那個「就」字一樣

解，「地前」，連「地上」都計在內，計上「地上」，辨這三種定的差別相。

又分二，庚一，不是！分三。這個「二」字改為「三」字，分三，「三」字。庚

一、庚二、庚三，庚一、釋「有尋有伺」的相；庚二、就釋「無尋唯伺」的相；庚

三、就釋「無尋無伺」的相。在「地上」來講，「資糧位」他不計了，他費是(懶得)

計，因為何解？「資糧位」你就看前面那一節就行了。他由什麼起計？由「加行位」

起計，在講「加行位」之前，就要看這個表才行。喂！你寫的字靚不靚？誰的字寫得

靚的？黎冠章一定可以了！你來！來、來！她做教書教了這麼久，一定得。那些人將

它來圖解，見道前那個，修定已經修到隨時入到第四禪了，又在第四禪裏面可以修止

觀的，修觀了，如果你能夠這樣的時候，你就是「加行位」了，是嗎？

那時，「加行」者，即是準備，即是讀大學的預科，預備科，「加行」有四個階

段，第一個階段是「煖」，猶如鑽木取火，有很多人未聽過的，舊時未曾有打火機

的，就要找些木頭，木頭要怎樣？就是用，用一支東西，用一支棍，棍下面用石或者

用鐵來整一個嘴，一條繩，一條繩，整成一個架那樣，一個架，木頭在這裏，這裏一

支棍，尖的，用鐵或者用石頭整一個嘴，這裏用一條繩繞著、繞著，我們將它這樣繞

著，繞著，我們那個人用兩隻手，一個人用隻左手，一個人用一隻右手，抓住這條繩

的兩端，將它來到撳，一撳的時候怎樣？撳的時候怎樣？一到的時候這支就轉了，是

嗎？沙、沙一路轉了，一路撳，鑽到那塊木頭熱，熱它就出火了，但是一類類樹木

的！春天，我知道春天用榆樹，榆樹，用柳樹，夏天用什麼我不記得了，總之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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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冬各種不同的木頭，然後就鑽，這樣來取火。

那些「火」就要來代替那些無漏智，即是所謂「般若智」，「鑽」就等於修止

觀，它鑽的時候一路這樣撳，一路這樣撳，漸漸地就熱到極，整個熱氣攻上來那樣，

有些「煖」氣了，「煖」了，即是說不用太久那些火就出了，如果連「煖」都不

「煖」就沒有火出了，那個「頂」字就是向上衝，頭頂向上衝，那些「煖氣」就衝上

來了，就叫做「頂」了。熱力上衝先有「煖氣」就叫做「煖法」，「煖」是一種智慧

來的，「觀」的智慧來的，止觀雙運時候的那種智慧來的。「頂」，觀到很純熟。

「忍」、那個「忍」字當「認」字那樣解，「印」也，那個「忍」字兩個意義，好像

印鑑那樣，「忍」。

「忍」譯作 impression，「印」那樣。即是什麼？鑽木取火不止熱力上衝，還

有什麼？有白煙出現，白煙飆出來了，一有白煙就即是什麼？證明快要出火了，有白

煙出現，有煙出現，未有火就先有煙出，就是「忍」了，然後是「世第一法」，那些

火星出現了，火星出現了，那些火星出現了是不能燒東西的，火星不能燒東西的，不

是熊熊的那些火，熊熊烈火就可以燒東西，火星出現不能燒得柴著火，這些是譬喻那

些有漏的智慧，不能夠燃燒煩惱，那些「柴」就代表煩惱，那些熊熊烈火就可以燒毀

那些柴，煩惱的「柴」。這樣就「煖」。一過了「世第一法」就無間，中間沒有東西

間開就見道了，所以「無間」，中間沒有東西間開，一跳就是了。謂之見道了，見道

那些大火就出現了，能夠消毀那些煩惱之柴了，這樣來到這裏就修止觀，就有定，所

依的定即是止，能觀的智就是觀。用止、用觀，當他止觀雙運的時候，發生這種作

用，那個觀的相狀出現了。「煖」，那個智出現的時候，就是什麼呢？

它所依的定叫做「明得定」，「明」即是光明，指智慧，智慧快要「得」了，叫

做「明得定」，「明得定」者是第四禪裏面之一種來的，當你「明得定」起的時候，

就很靜、很靜的時候你的智慧就觀了，用有漏智慧來尋思，是邏輯地尋思，尋思是

logically，「尋思」，有概念，用概念去想，尋思什麼？尋思所取觀，「取」即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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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我們所了解的東西，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地球、太陽等等一切東西，所了解的

東西，通通都是不實在的，完全都是我們的觀念而已！完全是我們的概念而已！根本

那種東西是沒有的！對於我來講，我們根本就摸不到它，空的，所取的境界，即是一

切物都是空的。

這個這樣的很粗的，「尋伺」仍然是很粗的，初期是「下品尋伺」，入到第四禪

觀初時仍然是「下品尋伺」，不過比我們已經勝得多了，那時就是「煖」了，那時的

那些菩薩叫做「煖位」的菩薩了。如果「煖位」菩薩，如果你是居士身的，不是一定

要出家人的！如果你是居士身的，已經是「煖位菩薩」，你未曾進步你就死了的，普

通在人間就多數做人王的，很有福氣，你的錢財可能比李嘉誠還多，你的權力比布殊

大，那種這麼好的，即是以人王出現，或者做大導師，例如什麼？孔子、耶穌那一

類，孔子、老子這一類導師出現的，很好福氣的。

現在那些人說，寒到衫都沒有多一件的卻說我又見道了！他騙你的！見道的人哪

有這樣的？「煖位菩薩」已經福氣很好了！除非他特別裝成這樣的！好像六祖那些故

意裝成不識字，他這些是裝假的而已！他不識？他要識字嗎？是嗎？除非他是裝的。

你說，我又裝，那你騙人了！你騙人就騙透了，人裝你又裝，你又說我還有在滿地可

銀行裏面我有一億元，我還沒有拿而已！那就行，你騙人而已！你真是要取的時候你

有才可以的！

觀所取空，都未曾很明淨的，仍然是相當粗的，再觀下去就是微細的「領受觀

察」，「頂位」了，那種定我們叫做「明增定」，「明」者，那種光明的狀態，智慧

增加多少了，「明增定」。「上品尋思」了，很微細、很微細，仍然是觀外面的東西

空，未曾、未曾很瞭解，未曾體驗到我們的心是空的。這樣，這是「頂位」的菩薩

了，「頂」。

第三，「忍」了，那個定叫做「印順定」，「印」者，再「印可」以前所觀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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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空，「順」者，順著後面一切都空。叫做「印順」，「印順」者，「印前順後」，

前就是前面那段的「所取空」，後就是什麼？後面那個「二取」都空，「印前順

後」。這樣，那時就不是靠邏輯那樣想了，確是體驗到確是如此的，那個如實智，可

能覺得清清楚楚，「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那樣，那個智幾乎是怎樣？「無尋無伺」

差不多上下了，如實智，但是初時仍然是下品的如實智而已。

下品的如實智又可以分三種，分三、分三個層次出現的，第一個層次出現的時候

我們叫做下品的「忍」，「忍」是「忍」了，但是下品的「忍」，就是什麼？「印所

取空」，印證以前所觀到的所取的也是空的，以前就一味用邏輯來微細想，現在覺得

確是如此的，即是現觀的智，體驗的所取空。印完所取空之後就進一步了，新鮮的，

觀能取空，能取的智，我的智慧都是空的，那些東西被我們觀的固然是空了，我能觀

的智慧都是空的，觀、觀能取空。觀仍然是要怎樣？又要「有尋有伺」了，是嗎？又

由、又再起「尋伺」了。再進一步觀完之後，「印」能取空了，印、又用「無尋無

伺」那樣證，體驗到我能取的智都是空的，現在說「物我皆空」，所取空即是物空，

能取空即是我空，是嗎？物我皆空。這樣這個都是如實智，這三種如實智都是下品如

實智，不是很清楚的如實智，聽不聽得明白？新聽的，那些名詞你聽不聽得明白？很

多名詞你就不懂，是嗎？但不懂沒有辦法，只有你聽幾個月然後才懂，大概三個月左

右你會懂了。

聽眾：到了這個階段就是「能所雙忘」了？

羅公：是！未，先忘「所」，再忘「能」，不能夠一齊的。

聽眾：都是未到？

羅公：未到，「世第一法」就到，一到了，再進一步了，「世第一法」了，「忍」就

猶如什麼？煙出現了，是嗎？

聽眾：白煙出？

羅公：白煙出，「世第一法」就是那些火星都出現了，但是火星是有限度的，不能夠

銷毀煩惱的「柴」的，但是在世間來講，它就是第一，一流了。但是拍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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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出世」那裡，它是最尾的「上品如實智」，直情現量體驗到「能所雙

忘」那時的狀態。不是睡覺的，很明晰清楚的、現量的。這樣，這個就是世間

中的最高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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