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講，「復次」，即又，「復次」兩個字即是又，好像你讀英文，一開首用那個

and的 and，一開首就一個 paragraph，一開首就 and字之類。「復次」，即是

又，又什麼呢？善男子啊！叫一聲他，詳細一些講，「一切聲聞」，　「聲聞」者，

那些聲聞乘，小乘的那些得阿羅漢果的那些人，那些「聲聞」，「及如來」，佛，

「等」就等什麼？等獨覺，等是獨覺，再等，等什麼？普通的凡、世人的世間的定，

聲聞、如來、獨覺等等，所有的那些什麼？「善法」，　好的東西，不是一些「善

法」，而是一切「善法」，　所有善法，你修止觀都可以得到的，這些善法就分兩

種，一種是世間的、有漏的，一種是出世間的、無漏的，就兩種都包括了。皆是、

「當知皆是此奢摩他、毘 舍那所得之果。」　這樣就講因果了，這個作業了，這個鉢

作業是怎樣？即它的作用，purpose，作業，一問一答。

「世尊！此奢摩他、毘 舍那能作何業？」又起什麼作用呢？「善男子！此能解鉢

脫(解脫)二縛為業，所謂相縛及 重縛。」他說，它的作用，這個效果、不是！即是麁

它的效能就會怎樣呢？「此」，「此」即是「奢摩他」、「毘 舍那」，這些止觀就鉢

能夠解脫，解脫即是解放，離開它，解放，解脫什麼呢？「二縛」，兩種束縛，　哪

兩種束縛？「所謂」，「所謂」即就是，　所謂兩種束縛就是，「所謂」兩個字就是

英文的 namely，也就是，就是什麼？第一種是「相縛」，第二種是「 重縛」。我麁

們的知識，我們凡夫的知識，知識就有一個 image遮住我們，那個相，我們不能夠

打破那個相，譬如我一看，看到江漢霖處，就有一個江漢霖的相束縛住我，再看去陳

義初處，陳義初的相束縛住我，看不到別的東西。

你拿了一篇詩來讀一下，你就被這篇詩的意境束縛住你，你不能同時看到別的東

西，總之，眼就被顏色的相束縛住；耳就被聲音的相束縛住；鼻就被那些香臭的味束

縛你；舌就被那些鹹、酸、苦、辣的味的相束縛住你；身又被那些軟、硬、冷、暖那

些東西束縛住你；那個意識就被很多那些什麼？那些概念、名言，那些 idea與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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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那些，全部在你面前，好像一道簾遮住你，沒辦法打破，一打破那道簾，

當下就是那個境界，就是真如了，被相縛，整日被那個相束縛住，什麼時候那個相縛

才能夠除？你見道的時候的一會兒，譬如見道了，修止觀修到見道了，見道的時候就

停留五分鐘，就那五分鐘沒有了那個相縛，即是當你證到真如的時候就沒有了相縛，

一到證真如的時候，那就是根本智，根本智起的時候就沒有相縛，一到根本智沉沒

了，那個後得智起了，後得智都有相縛的！不過是不縛，它只是有相，後得智怎樣？

他都有個真如的影子，是嗎？這個、這個「果中猶自不詮真。」那個見了道之後，入

了地，那個後得智起的時候，那個後得智看那個都是假的真如，真如的相不是真的真

如，「不詮真」，「詮」者，把捉到，不能夠把捉到那個真如。你的師傅現在講什

麼？覺岸現在講什麼？

聽眾：沒有返，不知道他講什麼。

羅公：不知道他講什麼？

聽眾：很久沒有接觸過他。

羅公：有沒有人聽到他講什麼？不是講《八識規矩頌》？不知道嗎？你看佛經看到

「 重」兩個字，記住！這個「 」字與這個「粗」字一樣的，這個「 重」麁 麁 麁

兩個字，在佛經裏面有兩個解釋，第一個，就是指那種不舒服的感覺，我們時

時都有種不舒服的感覺的，你不覺得而已，你不要動，定一定神，你感覺一下

我自己的身體，我們會有少少覺得自己硬是不夠流利順滑的，試一下，那個頭

就好像有些不是很好，是嗎？身體好像硬是有一些什麼，是嗎？尤其是你做功

夫做得多一些，那種「 重」的感覺就更加厲害，是嗎？只有早上起身，睡足麁

了，早上起身的那一會，那一點時間稍為少一些而已，那種不舒服，即不是很

舒服的那種感覺，叫做「 重」。這種「 重」要怎樣才沒有？修止觀，修到麁 麁

怎樣？入到初禪，入了初禪近分就沒有了，將近入初禪，那個身體就好像大氣

運行，那時就沒有了，舒服了，那時就輕安了。「 重」與輕安剛好相反，那麁

時整個人輕快而安穩的。由得它！不要緊。所以我們生在欲界的人，始終是累

贅的，欲界無輕安，這樣色界以上就有輕安，我們在生到欲界就怎樣？在定

中，定中你入了色界的，到輕安一起，你就入了色界初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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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樣是不是即是氣功那些？

羅公：什麼？

聽眾：是不是即是氣功那些？

羅公：氣通了是嗎？初時就好像氣通了，氣通了是很初級的，氣通，好像覺得有氣通

那樣，有氣通的那些是很粗淺的，漸漸地就連氣通都停止，好像連氣通都停止

了，好像我們的身體就像橡皮人那樣，裏面有溫暖的水充滿了，很舒服那樣的

狀態，那時超過了，有氣走的，你要有氣功的，實在我們身體裏面哪裡有氣？

是感覺，是嗎？所以佛家就不講「氣」的，不用講「氣」的，那些「氣」是

「輕安」周身走的，是的，有的，可以叫它做「氣」也行，但是不是 gas，亦

不是 air，不是 gas，不是 air，是什麼來的？感覺來的，感覺哪裡是氣？那個

「氣」字不是很妥當。你可以叫做什麼？這種所謂「氣」就是這種輕安的狀

態。這種狀態好像……這裏起完就到這裏，這裏起完跟著就起那處，我們就執

著了，以為真是有些氣在呼呼地走，其實不是。

聽眾：我們坐，一點都沒有氣的？

羅公：哦！那就一定沒有那麼快了！你想有，是嗎？

聽眾：一定要有嗎？

羅公：肯定有，不是一定要有。

聽眾：哦！

羅公：一定有，我問過兩個人，問過虛雲和尚，他說一定有，他不會講錯這些，這個

人他打坐了整一百年！一百三十幾歲才死，他騙我做什麼？一定有的。第二次

我是問印順法師：你相不相信有氣？他說，一定有氣，不會沒有的。印順法師

說。但是我也問了很多說沒有的！不用的！是他沒有！

聽眾：他功夫未到家。一定有的，看看多還是少而已。你想有的，快的，第一，你每

日撥一個時間來做，行不行？第二，每日在相同這麼上下的時候做，行不行？

第三，每日坐的時間會不會超過 40分鐘？三種都可以的話，包(擔保)你不用

兩個月！

聽眾：但是我聽另一個人講，你坐的時候那隻手好像要這樣的！

羅公：哦！你聽人講，那你就跟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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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不是……

羅公：我這裡是絕對霸道的！聽我講！

聽眾：不是，我是說，他們說如果坐的姿勢，即是說那些氣不通。

羅公：這樣？你讀書少，因為你讀多一些書，你就不會信這種東西。不會！不過你儘

管跟他學一學試一下。我講這種輕安起的時候的那種狀態你還未來聽，那時候

一定是這樣的，這樣你很容易的！你想看這種輕安的那種狀態，你買一本，去

台灣買一本《菩提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廣論》是新文豐(出版社)有得

賣，《菩提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廣論》裏面有一章，有一個

chapter，專講止觀的，它教你修止的時候告訴你，修止的時候的那些氣。

聽眾：但是如你說，如果知道了以後，坐在那裡要想者那些狀況，那就變成心不定？

羅公：不要緊，靜的，你想著就不想別的東西，你說還不靜？你說沒有東西想？沒有

東西想就衰了！死症了！完全什麼都沒有的就真是死症了！等於吃安眠藥，如

果是這樣，什麼都不想的，等於吃安眠藥，有東西的！

聽眾：有東西的？

羅公：有！想一種東西，一定有一種東西的！不會沒有的！沒有就是他整天想著「沒

有東西」，這個是 concept來的！沒有、沒有、沒有，那樣他即是整天想著

那種東西，那種東西叫做「沒有東西」！

他不知道，以為真是沒有東西，其實是有東西，有一種東西叫做「沒有東西」。

明不明白？不可能的，如果連那個都沒有了，就只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是見道，證真

如；第二種，你睡著了。解釋那種「 重」就是身體那種不舒服的感覺，第二種解釋麁

就不是了，第二種解釋是指什麼？在「第八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煩惱的種子，煩惱

的種子一有機會它就爆發起的，那些煩惱的種子就叫做「 重」。這樣，這個「麁 麁

重」兩個字，就兩種都包括了，是嗎？你修止觀就沒有那種不舒服的感覺了，沒有了

那種「 重縛」了。第二種是修止觀的結果是你會成佛的，成了佛就沒有了煩惱、殺麁

了那些煩惱種子。成阿羅漢就殺賊，阿羅漢，arhat這個字，arhat這個字是何解？

殺賊那樣解。這個「賊」指什麼？指惱煩，殺清那些煩惱賊那樣解。所有「 重」殺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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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兩種束縛，你可以當煩惱種子解都可以，煩惱種子都能殺了，這個輕安，普通的

輕安就一定有了，是嗎？

一有了輕安，全身的輕安起了之後，你就叫做入了初禪了，你就不是這個欲界

了，是初禪。有這樣的效能。剷除那些「相縛」與「 重縛」，修止修到在第四禪裏麁

面，那個「煖、頂、忍、世第一法」之後，那個無漏智一起，一起的時候，即刻把那

些煩惱種子壓住了，全部壓住了。這樣，那個「 重縛」被它壓住了，那個「 重麁 麁

縛」一被它壓住之後，跟住那個「無分別智」就起了，「無分別智」一起就沒有了

image，打破了一種相，當下就是無相，無相就有一種「無相」的相，什麼叫做「無

相」的相？

「相」、第一個「相」字當相狀；當 image，第二個「相」字當狀態，狀態，

當 state，無 image的那種狀態，就叫做無相的「相」，無 image的那種狀態。這

樣與睡覺相同嗎？不同，睡覺就呼呼聲的，睡覺是麻木的。它是很空靈的，很清楚

的，但是沒有 image的，那種狀態，那種就是相縛沒有了，沒有了相縛就有了那種

「無相縛」的狀態，這種「無相縛」的狀態就是真如的顯現，那個就是 reality了，

那個是 reality了，那個就是如果是其他宗教，你這個就是真正的上帝的本身。已經

解了止觀的「因」、止觀的「果」、止觀的「作業」，這裡的下文就很淺的，今天講

的那些是很淺的，這樣第十五門了，丁十五、止觀治障差別門。

這個讀持(音)又得，讀治又得的。不過普通讀文言文就是這樣，做動詞用，做

verb用就這樣，就讀治(持音)，治(持音)國，治(持音)國，管理一個國家，就當管理

那樣解，那個治(持音)就當 control，管理那樣解，讀治(持音)，治(持音)國、治(持

音)家。現在的人就讀治國、治家的，真正讀應該是治(持音)國、治(持音)家，做 verb

用，治(持)。如果做名詞，或做形容詞用，或者當 noun，或者當 adjective用，就

讀、讀什麼？讀「治」，「治」、政治，名詞，政治，好像這個全國都大治了！大治

這個「治」就是形容詞，走上軌道了。即是普通就是這樣的，不過現在這個時候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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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了！文言文那些人都不識作了，還分得那麼微細？現在一於讀「治」就算數了，是

嗎？治家、治國，就這樣讀就行了，三文治又係「治」，治家又是「治」，治國也是

「治」，現在是這樣了！沒有辦法，是時勢所趨，你想說「挽狂瀾於既倒」？不行

了！我有一個、我有一個同學叫做陳湛銓(1916－1986)，有沒有人聽過他講說話？

聽眾：我很喜歡聽他的！

羅公：他整日說，他要全部要矯正你們那些人的錯誤，引用韓愈 (768－824)的說

話，整日說：「障百川而東之」(《進學解》)，這句是什麼？這是韓愈的，韓

愈那篇文章叫做《進學解》，那個、那位教書先生有很麼大的志向，想「挽狂

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狂瀾」，現在就「狂瀾」了！搞到那些人

不顧一切，連愛滋病都不怕而亂搞的，那些就是「狂瀾」了！他要想「挽狂瀾

於既倒。」「狂瀾」即波浪，狂的波浪，我要挽回它！他本來那個狂瀾已經倒

了， 倒你的屋了，整座建築物被它 倒了，我要挽回它！「挽狂瀾於既冲 冲

倒」，「障百川而東之」，「川」即是水，那些水，「川」就是那些

stream，水流，那些水流橫亂流，我要拿東西阻住它！阻住它又怎樣？一路

只許它向東面流，你向西面流，向南面流就不行，築一些堤，築一些堤壩阻住

你，令你一定要向東流！不能讓你亂浸民間的房屋，「障(住)百川」，所有那

些川、那些水流、小河，我障礙住它，不給它亂流！一定要它上軌道，向東

流。「之」者，去也，那個「之」字當去解，只許向東邊去，氣魄真大！所以

那些人寫文章，我們一看他的氣魄就知道他，這個韓愈，千幾年前人人都認為

他是一流的、一流頂的文學家，看那些口氣就知道了，一個人你看他的口氣就

知道了。就不是故作，故作口氣就不行的！故作口氣不同的，即是他無意中流

露出來的，那些我們看到他的。我舉個例你們看，叫做易君左 (1899－

1972)，有沒有人是他的學生？你是不是易君左(1899－1972)的學生？不是，

謝國生，你是浸會畢業的，是嗎？

聽眾：是。

羅公：浸會舊時的文學院長不是叫做易君左？易家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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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商學院的。

羅公：什麼？

聽眾：他是商學院的，不是文學院的。

羅公：你是商學院的？文學院院長叫做易君左，是我的朋友來的，易君左很好文章

的！湖南人，他在荃灣住，他在荃灣住，在荃灣住，在荃灣那邊……相傳他死

了做閻羅皇的那個寇準(961－1023)，寇準做宰相，他主張皇帝御駕親征，那

個皇帝任他指，聽他說御駕親征，真的親征，就去與那些遼國、北方遼國的人

打仗，打開的時候，誰知一打，本來就差不多一定輸的，那時皇帝一力要去，

一個大的黃羅傘，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黃色的羅傘，一撐起黃羅傘在那裡，所有

那些軍隊見到皇帝親自來，大家軍心振奮，打！就衝過去，就打贏了仗了！

「澶淵之盟」嘛！這個寇準，這個寇準細路哥(兒童)的時候，大概七歲、八歲

那麼上下，他是陝西人，西安那裡的人，入學校讀書，以前有學校的，入學宮

處讀書，讀書的時候，回家時落大雨，沒有雨傘，著件藍布長衫，拿著書包，

沒有遮(雨傘)。剛好有個相當高級的公務員，官來的，拿著一把大雨傘，見到

個細路哥沒有遮(雨傘)，就說：來、來、來，我把你也遮上。雨那麼大，先站

一會，誰知那雨越下越大，拿著一把遮(傘)站在那裏，這位官員見到這孩子這

麼聰明，就與他聊天。你讀書，你讀些什麼？他就講給他聽，你會不會造對？

如何不識？我會造對！很長的對我都會造。這麼了不起？我出個對子給你對一

對，你能對得到嗎？出吧！這個人口氣很大的！這位官員就出了一對對子給

他。他著了一件藍布長衫，以前的讀書人是穿藍布長衫的。聽眾：青衫來避

雨，紫帶去朝天。

羅公：來！看你識不識對！「青衫來避雨」，寫實嘛？長衫的細路仔走來這裏避雨。

於是他說：我識！識對。對吧！即刻答，「紫綬去朝天」。「紫綬」，那個印，

那個金印，以前是用一條絲帶綁住那個金印來陀(戴著)的，紫色是最高級的，宰相那

一類，宰相、部長那級的是紫綬，背起金印來陀的(戴著)。「紫綬去朝天」。我背著

那個「紫綬」去朝見皇帝。多大的口氣(氣派)！那個官員一看，這個孩子如此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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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你在哪裏住？我送你回家！他說，我在那裏住！我送你回家，你爸爸在不在？

他說在，在家。我想與你爸爸傾偈(聊天)。於是那官員就跟著他回家，在家裏找著他

爸爸，你的兒子將來好好的教育他，這個兒子很了不起的！這個官員以後他就常常去

探望他，買很多東西給他。後來果然一路考試中進士，一路做官，在朝庭很硬頸很多

議論的，做到宰相了，當他大個了。你看，你一比較，什麼「唯三家屋便成村」？人

家是「紫綬去朝天」！一個小孩子，完全不同的格局！你明不明白？他後來大個了，

讀書還未發達，還未出身，他是陝西人，他走去遊華山，最高的峰頂，人人都去了這

麼高，那些讀書人照例都整一首詩，人人整一首詩，他又整首詩，他那首詩令那些人

同來都被他嚇窒了，那首詩就是怎樣？

「在上」這個宰相的口氣(氣派)，那個「天」指只有皇帝高過他而已，其他的山

沒有人可以與它齊了，這個就是宰相的口氣？「更無山與齊。」一舉頭就是人，古人

是以日象徵皇帝，「舉頭紅日近，」這個又是宰相的口氣？回首，擰轉頭望一下，白

雲，白雲比我還低一些。「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

(《詠華山》)成班一齊的同學，只有他一個 得最高。即是年青的人造一首詩，就把飈

他的那個前途幾乎是完全寫了出來，他後來就真是做了宰相。有時他(鳩摩羅什)間中

無意寫幾句東西，就能看到了，是嗎？

他會做中國詩的，他去到長安譯經，翻譯佛經，他忽然間不知怎樣就發起詩興，

寫詩的興趣，就造了一首中國詩送給他的徒弟，那個徒弟叫做法和，一首詩贈法和，

他的徒弟叫做法和，「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心

山」來讀書，真是一流的！這樣詩杜甫、李白都差不多上下而已！這樣好的詩，「育

明德」他的心好像山一樣，培養那些「明德」，指他的修養好，「流薰萬由延。」把

「明德」流出來，好像香薰那樣熏回去，「由延」即是一由旬(yojan )ā ，八十哩一由

旬，「流薰萬由延」。「由延」就是幾多由旬高，幾多個由旬闊，印度的。「哀鸞孤

桐上」，一隻很悲哀的鳳凰，「鸞」，鳳凰的公叫做鳳，母的就叫做鸞，「哀鸞」在

那棵「孤桐上」，但他雖然，他本身如果是一隻鳳凰，雖然是在一棵「孤桐」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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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是他的聲音，「清音徹九天。」他的聲音一叫，九天都響亮的！可以看，他譯

的經，到現在我們還在讀，他的四句詩把他一世經過的歷史講了出來。何解？鳩摩羅

什的第一個界段，早年二十歲以前學習，又去印度學，又去西域學，又很好修養，

「心山育明德，」少年的時代，求學的時代，「流薰萬由延。」求學成功了，在龜茲

國做國師，到處都有人知道有位鳩摩羅什。

連我們中國，萬哩以外的我們中國，我們中國的道安法師(312－385)都聽聞西

方有個叫做鳩摩羅什很好學問，道安法師就叫那個苻堅(338－385)，前秦的苻堅去

迎接他來弘揚佛法，於是苻堅就派一個將軍去迎接他，這麼遠都知道他！「哀鸞孤桐

上」是怎樣？接了他了，誰知剛好去接他的時候，他是那個國的國師，那個皇帝不肯

放人，這是我的國師、國寶來的，你整了他去怎麼行？不行！不肯放人。不肯放人，

這位將軍叫做呂光，姓呂的，嬲(惱怒)起上來，我們天王叫我帶五千騎兵來到接他，

你都不給？我滅了你！即刻就令帶去的五千騎兵，就滅了龜茲國，連國王都殺了他！

他那個呂光又不信佛的！不過是奉命而已！他很憎佛的，就滅了國，如果他真是信佛

的，就不會滅人家的國的！這樣搞法。連國王都殺了，捉了人間的兒女，抓了人家的

子女，抓了人家的公主回來，鳩摩羅什都被他捉了，俘虜了，帶回來！誰知帶到半

路，前秦的君主，那個苻堅被殺已經死了，失敗了，已經被殺了，呂光怎樣？那時帶

著，手上有很多兵，五千騎兵，又收攬了很多兵的，於是就在半路上獨立了，就說稱

自己叫涼王了，這樣，這個前涼(應是後涼)就是他了，五胡十六國叫做涼王了。

怎樣處理這個鳩摩羅什呢？叫他請的那個已經滅亡了，你就帶著鳩摩羅什在這

裏，他又不信佛，又憎佛，又憎和尚，怎麼搞？他說，反正都有個公主，結婚吧！要

鳩摩羅什與龜茲國的公主結婚了，這個國師與那個國王的公主結婚，固然是了，後來

生了有個兒子的，不知是誰生的，是不是公主生不知道，總之他就結婚了。要他結

婚，那時不止要他結婚，他想弘揚佛法？沒得講！不給他講，還要怎樣？糟質(難為)

他！你又信佛，又修行，你一定有神通的，好！我現在有隻馬不聽話，有隻癲馬，你

替我搞定牠！搞不定即是你沒有神通，無神通，你學佛學成這樣無用！搞定那隻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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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騎癲馬，又要他與公主結婚，又要他騎癲馬，搞到鳩摩羅什真是「哀鸞」了！在

那棵「孤桐」上面。結果怎樣不知怎樣被他搞定了那隻馬，要他騎癲馬。他騎上去搞

定了。可能他是有些神通的，識得念咒語，識咒術，大概有些咒術，一定是祈禱，請

釋迦牟尼佛加被我，我現在搞不定，要騎癲馬。這樣那隻馬被他騎得順順攤攤(馴服)

就搞定了。

好了，算吧！就在那裡一住就住了十幾年，好陰功(可憐)！「哀鸞孤桐上。」但

一過了十年，那個後秦的君主姚興(366－416)派遣人再接他了。於是他就入長安翻

譯佛經了。你們讀那些《阿彌陀經》等等的就是那時譯的，那時就「清音徹九天」

了。一路到現在那些人還在讀。一首詩四句，把他一生的經歷全部寫了出來。

所以你們不要，年青人不要，不要講那些衰心(喪氣)的話，衰囉！今次死了！不

要講這些話，我絕不講這些話的，衰什麼？無衰。還有那些死了！不得了！那些。有

什麼不得了？是嗎？不要！我們「語謂吉祥多後福」，不要講那些不吉祥的話，講那

些不吉祥的話，就會引起那些不吉祥的事，連累。我一個表舅父，整天說死了！死

了！誰知就被鬼壓，被鬼整他嘛！鬼對他講，死很好的！你試一下死啦！橫豎都死

了！他說，我講一下而已！不是！你真的！你試一下死，死了很好的！你看我幾逍遙

自在？到處去，做鬼很好的！想一想，不知怎樣，好好像催眠那樣，暈陀陀講：怎樣

死？

嘿！你去，以前廣州很容易買到鴉片煙膏的，有得賣的，你買盎鴉片煙，用蛋糕

夾住它，用茶送了它落去就死得了！他迷迷惘惘，真是去隔離那間店買、買、買鴉片

煙，即是整個懵了那樣。那些鬼會整人這樣的，走去買回來，走去茶居那裏買了那麼

大的蛋糕，整了那些鴉片煙塞進去吃，塞進去吃了，好彩(幸運)食了之後很辛苦，唔

唔聲，唔唔聲就被隔離聽見了，以前的樓是很大間的，就聽到為何唔唔聲？就走來

看，見到他滿身都是口水泡，於是即刻打電話報警，送了他去市立醫院，替他洗胃。

洗胃後，自殺就要去警察局消案的，不是說殺就可以的。治好了，請他去警察局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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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你為什麼事？你講啦！你想銷案，你為什麼要死？他說，有個鬼叫我死。嘿！沒

有這些事！你要講給我聽！搞成這樣！其實他真是有鬼叫他死。他沒有的，他做生意

又很順利，什麼都很好的，沒有理由走去自殺的。他就是因為整日說，死了！今次真

是要死了才行了！總是講這些話，就真是這樣了。聽眾：如果說，今次真是要發達

了！止觀諸障差別門。止觀，止能夠，我們修行很多障礙的，修止又可以減少哪些、

哪些障礙，修觀也可以對付哪些、哪些障礙，「差別」即是不同。

「止」就是止，對付某一種障礙；「觀」是觀，也可以對付某種障礙，還有，如

果我們買東西，那些障礙有所謂「五繫」，戊一，五繫能障止觀門，一門，「五

繫」，就那「五繫」來講；戊二，就五蓋能障止觀門。就有五種「蓋」，障礙我們修

止觀的；戊三，分別五種散動門。修止觀修成功的時候，都有五種「散動」的，戊

四，止觀所治十一障門，修止觀我們修成之後，一路修，由修到見道，入地，初地、

二地、三地，每地都有個障礙的，我講給你聽。

現在第一門，戊一，五繫能障止觀門，「繫」即是束縛，有五種東西束縛我們，

令到我們修止觀不容易成就的。裏面一問一答，己一、問，「世尊」！彌勒菩薩開口

問釋迦佛，他說：「世尊！如佛所說五種繫中，幾是奢摩他障？幾是毘 舍那障？幾鉢

是俱障？」哪五種「繫」呢？「繫」即是束縛，哪五種束縛？你看 76頁開頭那裡，

我寫了給你們。第一種就是「顧戀身」，太愛惜自己的身體。第二，「顧戀財」，身

體以外你的財物，例如你的錢，你的寶物，你的財產，你「顧戀」它，「顧」者，念

也，整日念念不忘它，叫做「顧」；「戀」者，這個心放不下，就叫做「戀」。

第三，第三種「繫」叫做「樂相雜住」，一味很巴閉(嘈雜)，很高興，有些人是

這樣的，一個人在這裏就覺得寂寞難堪，要怎樣？要大家嘈喧巴閉在那裏玩，開一下

party，大家在那裏賭一下錢，大家在那裡嘈，不然都要聊一下天，有講有笑，立立

雜雜(混雜)一齊來居住，「住」即是居住，居住時相雜而居住，尤其是出家人，不能

與那些在家人整天相雜而住的，這個「五繫」主要是指出家人，或是整日與那些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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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搞成一堆，相雜而住。第四，於「於諸聖教不起樂」，對於經教沒有興趣，現在你

們很多人，你們起碼有一半是這樣，嘿！這麼辛苦，別搞了！對經教沒有什麼興趣，

這種人修止觀，他沒有一個聞所成慧，思所成慧就不能夠成功了。

五，「於善法得少喜足」。於是又弊，你們都是有過半數是這樣的，對於好的東

西，學到好的東西，夠了！夠了！夠了！不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要怎樣？對於善的

法，得了一種，要再多一些！不斷、不斷地越多越好那樣的，這些不是貪心，貪心是

不同的，你不要。這個叫做欲，欲不是等於貪，先研究道德學問的人，君子，欲而不

貪，他不是沒有欲，「欲」是什麼？希望，不是沒有東西希望的，但是不貪，那個希

望與貪有什麼不同？「欲」就是希望，但是範圍很闊的，貪就不是，貪就是要佔有

的，是我的，別人碰一碰也不行，這件東西是我的，叫做貪，佔有的，欲就不一定是

佔有。當然，當你貪的時候也有欲一齊起，但是欲就未必是貪的，佛欲救盡世界的

人，他就不是貪，是嗎？君子之「欲」。「俱障」就兩方面都障礙的。

現在庚一，「善男子！顧戀身財，是奢摩他障；」一句。他說：「善男子」，五

繫之中，第一種「繫」就是「顧戀」身體；第二種就是顧戀你的財富、財物，這兩種

東西就是障礙你修奢摩他的。你的心就不能夠靜，一坐下的時候就想住什麼？想著你

的財產，無他，你想著那些股票起不起那就夠死了！今天我要找些蔘吃一下，「顧戀

身」、「顧戀財」都是障礙你修止的，其實亦障礙修觀的，不過就大部分來講是障礙

修止的力量強。障礙修觀的力量沒那麼強。「是奢摩他障」。「於諸聖教不得隨

欲，」這個是什麼？第四種了，對於，「隨欲」者，「隨」者，順也，很歡喜佛家的

道理的，「隨欲」，順著它，很有興趣的，對於那些佛的「聖教不得隨欲」，這樣

「不得隨欲」是障礙修觀的，不過會先障礙修止，障礙修止的力量強，不是！障礙修

觀的力量強，障礙修觀的力量強，障礙修止的力量弱，「是毘 舍那障；」即是說，鉢

現在有些人說，一味坐就可以了！或者只是念佛就得了，不用修止觀了。這些不行

的！這樣五蓋之中，不是！「五繫」之中有兩、有三個「繫」是障礙修止的，不是！

三個，不是！有兩個「繫」是障礙修止，一個「繫」是障礙修觀。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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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二，明俱障，又障礙修止，又障礙修觀的。這兩種了：「樂相雜住，於少喜

足，當知俱障。」「樂相雜住」即是好搞搞震的，無事都要找事來搞一下，現在的人

是這樣的，怕寂寞，無事幹都要找人傾偈(聊天)，找人玩一下，「樂相雜住」。不過

他這裡講，不過他這裡講「五繫」就著重講出家人的，出家人你就好好地做出家人，

就不要整天找那些在家人去搞到一堆，「樂相雜住」。以及「於少喜足，」我只是識

一本《金剛經》就夠了！什麼都夠了！或者我們只是修淨土我們就夠了！或者我拿著

一本經就什麼都行了！什麼都不用了！

於少少善法就歡喜了、滿足了。這兩種東西「當知俱障。」兩種都被它障礙的。

「由第一故，不能造修；」由於你有第一種，第一種什麼？「樂相雜住」，是嗎？你

就不能，「造」者進也，不能夠進修這個止觀了，根本你就修都不能夠修，整天顧住

嘈喧巴閉(吵鬧)。「由第二故，所修加行不到究竟。」由於你第二種，得少就「喜

足」了，這樣，你所修的加行，你這種加功修行的行為你就不能夠徹底，不能夠徹

底，什麼叫做究竟？達到成佛為止，「不到究竟」。

所以我們如果想修止觀成功就留意這五種「繫」，不要被它障礙我們。現在戊

二，就是五障、五蓋能障止觀門。「蓋」者，遮蔽，有五種東西遮蔽你，令到你修止

觀不能成就的。「五蓋」，「五蓋」大家都知道了，是嗎？你看看〈小止觀〉就知道

了。第一種「貪欲蓋」整天想佔有一種東西，「貪欲蓋」；第二種，「嗔恚蓋」，惱

怒、 憎、憎恨，「嗔恚蓋」；第三種，「惛沉睡眠蓋」，整天昏昏沉沉那樣，坐的忟

時候就恰眼瞓(打瞌睡)，硬是提不起精神，「惛沉」，「惛沉、睡眠」兩個合起來一

齊講，或「惛沉」、或睡眠，不睡眠的時候就惛沉，不惛沉的時候就睡眠。

所以睡眠是要，但是譬如你說我要睡七個鐘頭(小時)才夠，七個鐘頭(小時)就好

了，不要睡到九個鐘頭，因為何解？你睡七個鐘頭就夠，你睡九個鐘頭，即是你就不

見了生命裡兩個鐘頭，是嗎？很可惜的！一味顧著睡覺，在你的生命裏就扣除了〔兩

小時〕。所以孔子有一句，現在的人就主張一定要睡午覺，其實精神夠何須睡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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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睡午覺，不知多好精神！站在這裏講了兩個鐘頭了！我昨晚只睡了五個鐘頭，

三點九個字(3：45)上床，四點九、五點九、六點九、七點九、八點半鐘(8：30)，我

的孫子就嘈醒我，只睡了五個鐘頭，現在我的聲音還是這麼響，

聽眾：年紀大的人不用睡那麼多的！

羅公：但是這樣，年紀大又沒有那麼精神！睡得不多不要緊，但要學我那樣精神，你

睡不了那麼多，你叫他學回來，站夠三個鐘頭，由頭到尾這麼響亮講，不行，

是嗎？六妙法門，不是，這個〈小止觀〉叫做什麼？「掉悔蓋」是嗎？「掉悔

蓋」。當你靜坐的時候，你就懺悔都不對！要懺悔都要等你坐完再懺悔，或者

懺悔完才坐，坐的時候你就不要懺悔，坐的時候就是坐，是嗎？「疑蓋」者，

心裏面猶猶疑疑、猶猶疑疑那樣。「世尊！於五蓋中，幾(多種)是奢摩他

障？」障礙修止；「幾是毘 舍那障？」幾多種是障礙「毘 舍那」？「幾是鉢 鉢

俱障？」　幾多種是兩種一齊障礙的？他就答了。「善男子！掉舉、惡作，是

奢摩他障；」修止最棹忌是「掉舉」與後悔，「惛沈、睡眠」，「惛沈、睡

眠」是一種的，與「疑」，這樣就兩種了。「是毘 舍那障；」合起來，這兩鉢

種都是單的，「貪欲」，「掉舉、惡作」一種，是嗎？就障礙止，「惛沈、睡

眠」，一、二，二這兩種就障「毘 舍那」，還有兩種剩下，貪欲，即「貪欲鉢

蓋」與「瞋恚蓋」、惱怒、仇恨、 憎，「當知俱障」兩種都被它障礙的。這忟

樣，今日就講到這裏，下面那一段就要將來才能講了。因為這個問答止觀圓滿

只得止圓滿，沒有了觀圓滿。你們聽了之後，回去就要由第一，這一品由開首

一路這樣時時看一看它。15頁。

聽眾：第二行，庚二。

羅公：七十幾？

聽眾：七十五，庚二。第二個復次。

羅公：庚二嗎？，第二個復次。

聽眾：這個「一切聲聞及如來等，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當知皆是此奢摩他、

毘 舍那所得之果。」　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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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好！好！

聽眾：何解有個如來？如來都要黐住(與)這個聲聞、獨覺所修行「奢摩他、毘 舍鉢

那」，所得的果就是世間的善法？不是出世間的善法？佛不會得到這個「世間

的善法」，「世間善法」是有漏的，我就不明白這一點。

羅公：哦！如來就無「世間善法」，它這個「世間善法」、即是世間及出世間善法的

一種，即是善法，聲聞未入涅槃以前就有世間與出世間兩種善法都有，如來就

只有出世間的善法，就無世間的善法，獨覺就未入涅槃就兩種都有，還有，其

他還有那些聲聞乘的人，那些「有學」，還未證果的都計算在內，那個「等」

就等了(包括)很多東西的，即是這麼多人一堆(點算)，這一堆人就什麼都有

了，就不是說如來有。

聽眾：90年 6月 10日。

羅公：「掉舉」會障礙我們修止的，是嗎？「惛沉」就障礙我們修觀的，這樣，如果

照這樣講法，豈不是只要我們無掉舉，我們就可以修止圓滿了！

沒有「惛沉」，我們的修觀就圓滿了！聽不聽得明白？聽得明白嗎？沒有掉舉，

修觀就得了，就不能叫做圓滿。「掉舉」就可以妨礙我們修止，「惛沉」一樣可以妨

礙我們修止的。不過「掉舉」的力量大，妨礙的力量大，「惛沉」的力量就小。「掉

舉」的性質就與修止的性質相反，「惛沉」的性質就與修止的性質相似。就它特別強

的那一點來講，就說「掉舉」就障礙修止，「惛沉」就障礙修觀，就是那樣解。如果

你講到要圓滿，修止圓滿不止無「掉舉」，連「惛沉」都沒有才對！你想修觀圓滿，

不只沒有「惛沉」，連「掉舉」都要沒有的！即是兩種都要無的。這樣才能稱得為圓

滿。聽不聽得明白？

明止觀二道圓滿門。這一門是講，怎樣叫做修止圓滿？怎樣叫做修觀圓滿？裏面

分兩段，庚一、庚二。庚一，問答止圓滿。問答、解釋什麼叫做修止圓滿。庚二，問

答修觀圓滿。現在先講庚一，問答止圓滿。裏面又分兩段，一問一答。問了，辛一，

問，彌勒菩薩問釋迦佛了。世尊！叫一聲他，「世尊(啊)！齊何名得奢摩他道圓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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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齊」即是達到，達到，「何」即是何處，即是達到如何？即是達到哪一

點？然後才可以是，叫得做是「修奢摩他道」？能夠修到圓滿，「圓滿」者即是什

麼？complete，很夠了，是嗎？清淨呢？pure，純粹。怎樣能夠叫做修止圓滿與清

淨呢？下文就釋，「奢摩他」大家都知道即是修止，下面就釋迦佛答了：「善男子！

乃至所有惛沈、睡眠正善除遣，齊是名得奢摩他道圓滿(清淨)。」我剛才解了，他

說：善男子啊！叫一聲他，「乃至」，「乃至」即是英文的 until，由我們開首修，

一路修到什麼？

所有「惛沈、睡眠」那種蓋，「惛沈、睡眠(蓋)正善除遣」，能夠正正確確地除

去。「善」者，是除去，很善巧地將它除去，那個「正」字與「善」字都是一個副

詞，即是那些 adverb，形容那個「除遣」的，「齊是」，那個「是」字當「此」字

解，「齊是」即是齊此，即是到了這點，你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叫做「得奢摩他道圓

滿」了。這樣就庚二了，答觀圓滿了，問答觀圓滿了，又是一問一答，很淺(簡單)，

今天講的都很淺(簡單)。辛一，問，彌勒菩薩問。74頁，七十幾？77頁了，不經不

覺，這本經我們講了 77頁。

「世尊！齊何名得毘 舍那道圓滿清淨？」這句不用解了。是嗎？然後答？釋迦鉢

佛答。辛二，答，釋迦佛怎樣答他呢？你看看：「善男子！乃至所有掉舉、惡作正善

除遣，齊是名(為)得毘 舍那道圓滿清淨。」「善男子鉢 (啊)！」「乃至」，由你開首

修，一路修到，修到怎樣？修到「所有掉舉、惡作」，「所有掉舉」，什麼叫「掉

舉」？不想事不行，硬是整天想事的，很有興趣想事的，是嗎？你們試一下，靜靜在

這裏，找一個很靜的地方，你坐在那裏，你說，我不思考了，你試一試。你說不想不

想，一會又想了。而且想，有時你會想到不知幾有興趣，越想越有興趣，何解會這

樣，這種這樣的作用就叫做「掉舉」了，突然間又來的，說不想不想，突然間它又想

了。這個「掉」，這個「掉」字是什麼？即是英文的 suddenly，突然間；「舉」是

什麼，lift，raise，突然間就起身，「乃至所有掉舉」；「惡作」，「惡作」即是後

悔，後悔，有很多東西去思考，我們不只「掉舉」的，還有「惡作」，哎呀！為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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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又不這樣呢？是嗎？

整日是這樣的！那些人是這樣的，你買東西，譬如出去買東西，買幾個橙那樣，

買了之後，看到隔離的那家更好些，何解我不先看看那裡？你舊時「作」了，已經買

了，現在你憎惡了，我先來這裏就好了！「惡作」。後悔即是「惡作」，「惡作」即

是後悔，是嗎？你看佛經時時會看到「惡作」兩個字，有時會不知所謂的，其實即是

當後悔解。「掉舉、惡作」兩個字是「五蓋」之中的一種「蓋」，你想修觀圓滿，上

文就講什麼？

看回己一，就說明「五蓋能障止觀」，己二就「說明止觀二道圓滿門」，是嗎？

己一、己二合起來，兩段合起來就等於戊二了，是嗎？戊二就說什麼？「五蓋能障止

觀門」，即是己一、己二這兩段全部都是講五蓋的。講修止觀與五蓋的關係的，這樣

就講完了，是嗎？現在戊三了，修止觀不止要無五種「蓋」，還要初學的人最要緊是

無五種「蓋」，是嗎？學著學著就進一步要五種散亂都沒有，散亂又叫做「散動」，

「散」就是「散亂」，「動」即是調動，即是掉舉，「散」就本來「散亂心所」，

「動」就是「掉舉心所」，「散動」。修，修到差不多上下，你會發現有些散動了，

有五種散動了，即是坐著坐著本來好好的，忽然間想出定了，不幹了，起身了，忽然

間心會亂了去的，它自自然然會亂了的，那些叫做散動，散亂與調動，裏面分兩段，

己一、己二。

己一，彌勒菩薩問，己二，世尊答。「世尊(啊)！若諸菩薩於奢摩他、毘 舍那鉢

現在前時，應知幾種心散動法？」我剛才講，五蓋就是初學的時候就有的，五種散動

就是什麼？修成了之後有的，已經得了「奢摩他」了，得到輕安了，又真正得到輕安

之後修觀了，然後才講「散動」，得了輕安之前有沒有？當然是更加有！即是說，這

一種就是老貓都燒鬚的，是嗎？老行尊都會有這五種散動的，普通的初學者就是「五

蓋」。他問了：「若諸菩薩」，如果那些修止觀的菩薩，「於奢摩他、毘 舍那現在鉢

前時，」他修，修到「奢摩他」現前了，即是說什麼？已經得了輕安，已經入、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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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初禪近分以上了，「現(在)前」嘛！「現前」即是成功、成就了！修「奢摩他」

修得成就了！

成了「奢摩他」，入了「奢摩他」的狀態、修止的狀態了，而且不止這樣，有時

還會入了「奢摩他」的狀態後，正式修觀了，「毘 舍那」了，都「現前」了，那個鉢

時候應該就很靜了，那時靜了，仍然有時心會走出來的，「應知幾種心散動法？」我

們應該知道，當我們修到這樣的時候，有幾多種，「法」即是東西，有幾多種東西令

我們的心散動的？散亂，調動的？你就不要以為別人坐了幾十年，一定沒有的！幾十

年都有的！都有的！剛好人家未入定之前，人家與你傾偈(聊天)聊得多一些，到你入

定的時候你就會，入了一會那個心就會亂了。所以你真正修止觀最好在山裏面住，快

趣(加速)成功，同時，入定之前一個鐘頭(小時)內不要傾偈(聊天)，傾偈多會亂的！其

實我們整天顧著傾偈那種人，會整日掉舉的。我們聊天的時候實際上很掉舉的，越聊

就越高興，即是掉舉就越來越厲害。令我們的心散動的法，釋迦佛答了。

己二，答，分三小段，庚一、庚二、庚三，庚一，標數略答。「標」者舉也，舉

出數目有幾種。簡略答。庚二，依數列明。依那個數，逐種逐種舉出那個名，散動，

散動的名，然後庚三，次第別釋，每種逐一解釋。這些就慢慢等你們到差不多上下才

理都不遲了。庚一，標數略答。「善男子！應知五種」。我們應該知道有五種「心散

動」的內容。庚二，依數列明。依那個數來逐一逐一列出那個名稱。「一者、作意散

動；二者、外心散動；三者、內心散動；四者、相散動；五者、 重散動。」五種，麁

列出五種散動的名稱。他逐種解釋，他解釋，不用我解釋的，他解釋的，所以這一段

你一讀就識了。庚三，次第別釋。「散動」有五種，它的次第就是一、二、三、四、

五了，辛一到辛五。辛一，就釋「作意散動」；辛二就釋「外心散動」；辛三，釋

「內心散動」；辛四，釋「相散動」；辛五，釋「 重散動」。漏了一個字，那些小麁

字漏了「重」字。

辛一了，解釋「作意散動」。「作意」者，即留意，你所留意的東西，本來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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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留意修大乘法的，依著大乘經教的道理來修止觀的，誰知你漸漸就 sir了(溜了)

過去修小乘，譬如大乘都是修什麼？修空觀，修唯識觀這些的，小乘的人就著重修不

淨觀，或者是數一下息，有些人就覺得，嘿！都是修那些了。這樣，在大乘的立場來

講你就散動了，你這樣就散動了，叫做「作意散動」，你所應該留意的東西，本來你

應該留意 A這一點，你現在移動到 B那裏。散動的本質是什麼來的？這種散動 51個

心所之中，有一個叫做散亂心所，散亂心所，本質就是這個散亂心所，你修定，你這

些人學了幾十年修定，一下不留意，它就會散動了。

「善男子！若諸菩薩捨於大乘相應作意，墮在聲聞、獨覺相應諸作意中，當知是

名作意散動」了。他說：「善男子(啊)！若諸菩薩……」如果那些修止觀的菩薩，當

他修止觀的時候，「捨於」，「捨於」即是捨棄了，「捨於大乘相應作意，」「相

應」即是有關的，與大乘有關的作意，這裏當它止觀解，與大乘有關的止觀你捨棄

了，「墮在聲聞、獨覺相應諸作意中，」你跌了下去，在大乘來講，你走回去小乘即

是墮落了！你墮落在「聲聞」，即是小乘的「聲聞」與那些緣覺、那些「獨覺」的作

意中，與他們有關的作意中，「當知是名作意散動」了。一有了「作意散動」就變成

根本是錯誤的一條路了。釋「外心散動」了。

你看：「若於其外五種妙欲諸雜亂相，所有尋思隨煩惱中，及於其外所緣境中，

縱心流散，當知是名外心散動。」二、三我只是分開它，令你醒一下眉目那樣解而

已，「若於其外五種妙欲」，「外」即是身外，如果那個修止觀的菩薩，當他修止觀

的時候，忽然間想起我身外的「五種妙欲」，「五種妙欲」是什麼？引誘我們的東西

有五種，第一種是色，顏色，美好的顏色；第二種是聲音，美好的聲音；你有時都會

這樣的，有些人就以為好東西，坐著坐著坐得很定的時候，忽然間聽見天樂的聲音，

很美妙的音樂，以為是那些天人奏樂，都是散動的！都是聲音嘛！是嗎？

除非你有意，我有神通，你要聽那些天人奏樂，那就不同，如果無意聽到天人的

音樂，可能那個就不是天人，可能是那些，尤其是你修止觀修到成就，那些魔鬼來都

19



說不定，那些是天魔，其實天魔是什麼？就是我們說欲界的天裏面，欲界的天，最低

的就是四大天王天，在須彌山腰，在須彌山頂的那個就叫做忉利天，這些有地方給他

住的，忉利天之上就很空靈了，那些天人的身體，就住在虛空，好像雲氣那樣的氣體

上面，結成一團好像雲氣那樣，在上面有些宮殿在裏面住的。

那個忉利天之上的空中的就叫做夜摩天，夜摩天的天王就是專門管那些鬼的，夜

摩，Yama，Yama，Yama即是什麼？我們不知何解譯做閻羅，Yama不知為何譯做

閻羅，Yama，Yama。焰摩天，這樣，那個焰摩天那裏，那些人不是我們普通人的

樣子，你看看什麼？香，有些人在定中忽然間嗅到很香的，好像那些天人散香，那些

大自在天，大自天的樣子很兇惡的，但是他的兒子、他有很多女兒的，那些女不知幾

靚(非常靚)，你修止觀修到差不多上下，修止成就、修觀成就，或者你參禪，你將近

見道，那些人就來搞你的，叫那班女來搞你了，那個大自在天王，夜摩天的那個閻羅

王就很正氣的。再上一層就兜率天，彌勒菩薩做天王的，兜率天再高一些的，就叫做

「化樂天」，他想喜歡食蘋果嗎？就觀想蘋果，就整棵蘋果出現，他就可以吃了，化

出一些東西來享樂的，叫做「化樂天」。再上一層就叫做「他化自在天」，何解叫

「他化」？

化樂天是自己想食就化來自己吃，譬如我化個蘋果來吃蘋果，江漢霖想食就不行

的，只有我食才可以的，但是「他化自在天」就不是了，請客都可以，我化了蘋果，

你們都可以吃的！「他化」，自由自在化出來的，叫做「他化自在天」。這個「他化

自在天」，不是最高那層「摩醯首羅天」，「摩醯首羅天」又叫做「大自在天」，這

個叫做「他化自在天」。應該加回兩個字，「他化自在天魔」，那個天王。你將近修

止成功，他專搞人的！有好東西他就搞你，你有壞東西他就幫助你的。可能基督教那

個撒旦不知是不是就是他來的，專做壞事的！你做壞事他幫你忙，你祈禱就很靈的！

幫忙你的。好事他就搞壞你，「自在天魔」。聽到一些美妙音樂未必一定是好東西，

尤其是見到很好的顏色，很好的宮殿，不知是不是「自在天魔」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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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時時見到那些裸體女人，整班人好像那些西方人的大跳舞會那樣，裸體女

在你面前跳艷舞，你被搞到你的心就墮落了，這樣修定就會跌下來了。你看看，釋迦

佛在菩提樹下他都搞，釋迦佛他都想搞，何況你們這些這麼小的？除非他不屑搞你，

或者你太小。五種妙用的，「色、聲、香、味、觸」五種妙用引起你向外散動。「諸

雜亂相」，「雜亂相」者，即是有很多立立雜雜(亂七八糟)的東西，譬如什麼？想些

雜亂的東西，想起什麼？你今天與人交際講了些什麼，你剛才與人傾計(聊天)講了那

些東西，你所聊得東西又再顯現出來。那些雜亂相，搞亂你的，妙欲的相與那些雜亂

相。所有的什麼？「尋思」，令你本來定定的，令你在那裡起思想了。這個「尋

思」，「尋思」跟著裡面就起「隨煩惱」了，散亂、掉舉就跟著起了，「尋思(與)隨

煩惱」了。這是第三種，不是！第二種。第二類。

第三類，「及於其外所緣境中，」想，你不是想想的，忽然間見到外面很多東

西，你應該入定，不應該想事，你偏偏就現這些，現那些你想的東西。想什麼？天宮

怎樣美妙你都是不對的，你正在入定，是嗎？你入定不要想它，有意想就可以，譬如

你現在想，我想極樂世界，我修觀，有意地去觀，這樣就行。如果你白白地，忽然間

本來修不淨觀的，忽然整個極樂世界的樣子來都是不對的。即是我們身外的一切東西

現出來，所以有些人現出什麼？坐著坐著就現出他的故鄉，他鄉下的狀況。真是的！

有時真是會這樣的，但都是不對的。

譬如我想看看鄉下現在怎樣情形，你就觀，我現在要看看鄉下怎樣？我不想其他

東西，這樣之後就漸漸漸漸現出鄉下，這樣就對了，但是你不是，我現在正在念佛

的，忽然鄉下的東西現出來，這樣就散動了，是嗎？「縱心流散，」心放縱了，走了

去別處，「當知是名外心散動。」這些叫做「外心散動」了。即是說，你不要怪別

人，有些人說，咦！他修了幾年都還會這樣？都會這樣的，是嗎？都會這樣的。這些

人已經成功了，這些已經入了初禪以後了，都尚且如此，你看它那種散動是什麼？

「奢摩他、毘 舍那」現在前的時候，尚且有這五種散動。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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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是「內心散動」，那個散動不是由外面起，是自己由內心起的，辨「內

心散動」。「若由惛沈及以睡眠，」第一「惛沉」，第二睡眠。記住這個「睡眠」不

是睡覺，佛家所講的睡眠是兩種，一種是生理上的睡眠，你疲倦要休息，那種生理上

的睡眠；第二種是心理上的、將近入睡之前的那種懵懵閉閉的那種狀態，那時那種心

的情況，叫做「睡眠心所」。這裡所講的「睡眠」是指那個「睡眠心所」，不是指生

理上的睡眠，生理上的睡眠就無所謂好壞的，是無記的，心理上的睡眠要不就是「有

覆無記」，要不就是惡性。

第一惛沉，第二睡眠。「或由沈沒」，「沈沒」，什麼叫做「沈沒」？「沈沒」

與「惛沉」不同的，「沈沒」是怎樣？你看第 78頁，頂的那裡：「沈沒」者，謂心

智怯劣，那個心很軟弱的，不欲求定。入定都是不過如是而已，即是總之都是出定好

了！心智怯劣，現在你們大部分，三分，可能三分之二的人心是怯劣的，整日講定，

又說看什麼修定的書，又說學佛經怎樣，你都不修定的！陳芷君你有沒有修？又是怯

劣！你要修才行的！是嗎？不欲求定，這種所謂「沈沒」以什麼為體？就以懈怠為體

了，它的本質就是懈怠心所來的，懶，「沈沒」。「或由愛味三摩 底，」這種東西鉢

就難搞了！

「三摩 底」即是定，入了定的狀態，「三摩 底」，入了定之後，覺得輕安很鉢 鉢

舒服，那種境界非常好，他就暈陀陀(暈乎乎)說好了！真是好了！不捨得出定，明明

是應該要出定，講給別人聽，我入定很這麼爽，我不起。明明就有很多事要做，不搞

了，一於就在入定裏面覺得很爽，叫做「味定」，覺得入定很有味，越高手就越會犯

這個毛病，「愛味三摩 底」，「三摩 底」是什麼來的？你看佛經，看到講定的時鉢 鉢

候，就有這幾種情形的，我寫給你們，很多名稱的，定、禪定，譯音的，禪定，

「禪」就是譯音，「定」就不是譯音，是譯意，所以最好或是禪，或是定，禪定半湯

半水那樣，禪那個字梵文就是 dhy naā ，dhy naā ，dhy naā ，不知何解舊時譯作禪？

與梵文差得遠嘛！dhy na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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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dh。

羅公：什麼？dh？第一個，sam hitaā ，三摩呬多就譯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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