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心定」，「無心定」有兩種，一種就是那些佛教的聖人能入到的，那些羅漢

才能入到的。「滅盡定」整個意識停了的，不用吃麻醉藥，一坐下去。第二種就叫做

什麼？「無想定」，「無想定」連「第六意識」都停了。豈不是與「滅盡定」一樣？

不同，我們不知道，但是如果他是羅漢，他自己知道。「第六意識」停而已，那個

「第七末那識」沒有停的！「第七末那識」有四個煩惱跟著它走的，一個就是「我

癡」，一個「我見」；一個「我慢」；一個「我愛」，那個「第七末那識」就有這四

個煩惱整日跟著它起的。如果你入「滅盡定」，那些羅漢入的，羅漢就殺了這四個

「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這四個煩惱就剷除了，那個「第七識」

就清淨了，如果你不是羅漢入「無心定」，「第六識」雖然是停了，但是「第七識」

那些「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仍然是在起的。所以他是凡夫，不是

聖人。「無想定」。現在有些人，那些道教徒，整天說入定入到什麼都不知道的，打

雷都聽不到的，這樣，大概他多數是入了「無想定」，他以為入了「滅盡定」了，

「滅盡定」是那些羅漢才能入到的。但是他的丹田還是暖的，暖的，丹田微微動的。

什麼？

聽眾：丹田會不會凍？

羅公：什麼？

聽眾：丹田會不會凍？

羅公：不凍。

聽眾：永遠都不會凍？

羅公：不凍。

聽眾：出定才……

羅公：可以出定。

聽眾：可以出定。

羅公：這樣，他說要入定，他說我要入 12小時，他入了，到了 12小時到了，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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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遠，或者早些，或者遲些，他自然就出定了。

聽眾：這樣虛（雲）老和尚是不是入「滅盡定」？

羅公：不知，要問他才知了。我問他了，他說，我都忘記了。

聽眾：他說他入了很多日。入到……

羅公：那些人說他入了 13日，這麼冷，在終南山這麼冷入 13日，入了雪房一樣，

還得了！我的心就不是很相信。

聽眾：有些人說他煲了一煲番薯……

羅公：他自己說，你些人替他安，他自己都說忘記了，我親口問他：你到底入了幾耐

（多久）？他說：我忘記了。我說：你入定當時是怎樣情形？嘿！入是入過

定，怎樣的情形忘記了！當時我，他說：我沒有《通書》在那裡，我在終南山

茅棚住在那裏，我沒有《通書》。即是《通勝》呀！他說：我沒有《通書》，

沒有《通書》呀！初一，今日初一我入定，出定的時候看一下初幾就知道了，

但他說我沒有《通書》，大概不止一天。有這回事的。

那些科學家就不信，有三個醫生都不信，那個不是佛教徒，那個是瑜伽，那些叫

做 yogi，有些叫做 yogi，那些學瑜伽學倒立的那些人，他就當那些。他走去總督府

處試驗，幾個醫生，坐，坐在那裏，整一個龕，木龕即是木箱，他坐在那裏，他入了

定之後，叫那些醫生聽過，那個醫生說，其中有個醫生說我要宣佈他死亡，做醫生的

人一發現他的心臟一停，他要宣佈的。另兩個說，現在實驗，我們證明，你們不用宣

佈。這樣嘛！這樣就沒有宣佈，沒有宣佈。他就吩咐，24小時，將他放落那個龕

裡，埋在地下，埋在地下，用東西蓋著，就講明 12小時、24小時之後就要撥開那些

東西，撥開那些東西，就要用引磬，他不醒就用引磬來叮醒他。如果他醒，他就會

說：oṃ聽到 oṃ一聲，你就不用叮了。這樣就真是到了 24小時足，看他，看他的

時候有，見到他微微口震動，然後 o ……ṃ 這樣一聲，然後才按吩咐如何如何來摩擦

身體，用些什麼東西擦。有一回這樣的事。印度、印度人很古怪的，有這些事情，大

概他那些 yogi都是入「無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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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想定」、「滅盡定」一樣的，分別就是在「第七識」有沒有那四個煩惱而

已。這樣，這個是什麼？有心定，即是前那六個識，即是那個意識不停的，「無心

定」就〔意識〕都停了。都叫做「三摩呬多」，第一定就要定，未入定、未入初禪不

算的。這樣，定，是指入定，即是初禪以上，非散，不是散心，我們現在這樣是散，

不是定的，即是初禪以上，不論「有心定」還是「無心定」，通通叫做 sam hitaā 。

這樣，既然是只有定地才有，散心就沒有，所以欲界就無了，欲界就不會有這個「三

摩呬多」的。

但是這樣，欲界沒有，如果你入定入到初禪以上，你就是了！你就有了，當你在

欲界，但是你已經入了初禪了，你已經是色界了，這個身體是欲界，你的心是色界，

這樣就是 sam hitaā 。所有定的狀態都叫做 sam hitaā ，只是散心不是，範圍最闊的。

第二個名稱，叫做「三摩地」，sam dhiā 這個字，舊譯譯做三昧。「他是得了個中

三昧」，某個畫家得了「宋元人的三昧」，某個人作詩就得到「唐人的三昧」，即是

當定。「三摩地」舊譯是「三昧」，新譯是譯做「三摩地」，如果是意譯是譯做「等

持」。何解叫做「等持」？「等」就是平等，「持」就是控制，前一秒鐘那個心集中

在一點，第二秒鐘一樣是控制連續集中同一點，第三秒鐘都是集中在那一點。平等，

「等」即是連續，前後剎那的狀態相等。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就叫做「等」，所有人譯作「續」，連續，佛經裏面的「等」不是兩種東西

數目相等那樣解的，這個「等」字的定義是相似，「持」，不論、不要前後，不論時

間、空間，相似而又相續的，就叫做「等」，「等」。所以學佛經你要聽，你就很著

數（好處）的，不聽，這個「等持」你查《佛學大辭典》，「等」者，平等，「持」

者就是執持，平等執持就名為「等持」。你死了！你解啦！你想三年你都想不通！原

來那個「等」字不但是空間等，時間也相等，相似、相續，相似，也是連續的就叫做

「等」，「三摩地」譯做「等持」。又譯做「定」，等持的時候，每一個剎那都連

續、連續，所以心就很定，又名叫做「定」，有時就指這五十一個心所中的「定心

所」，有時是指那種入定的狀態，兩個用法的，有時是指那個「定心所」，有時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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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定的那種狀態。

這樣，這個是觀了，地、初禪以上的「定」，「散」即是初禪，未到初禪的、我

們欲界的散心，未入定的心的狀態，未入定的時候的狀態叫做「散」，入了定，入了

初禪以上的狀態就叫做「定」，這樣「定」就這樣解。通乎「定」、「散」，最闊

了，觀了，當你集中精神看一種東西，就已經是「三摩地」了，精神集中嘛！譯作英

文就譯做 concentration，concentration，集中精神。所以不是一定是要入了初禪

都行的，時時都有的，細路仔（孩子）聽別人講故事都好像入定那樣的，精神集中的

都是「定」。第二個名就叫做「三摩地」，用法不同。

第三種用法，sam dhiā ，三摩缽底，一樣就譯做「等至」了，這個是禪定了，

「馱那演那」即是 dhy naā ，dhy naā ，「馱那演那」，因為那個 d字普通是吹氣

音，就用了這個「馱」字，音譯就譯作「禪」了，由意譯就譯作「靜慮」，「靜」就

即是止；「慮」就即是觀，「靜慮」。但它只是色界，只是色界的止觀，而且是止而

已，色界。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就叫做初靜慮、第二靜慮、第三靜慮、第四靜慮

了。無色界的那四種定不包括的，無色定，四禪即是四種「馱那演那」，四禪，再高

一些就是四種無色定，「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

非非想處定」，這樣，你就限於色界，未入初禪就不算禪定的，現在說，我現在修禪

定，搵來講（隨便講）而已！你哪裏能入「色界定」？是嗎？

所以我們的精神叫做「心」，「一」就是專一，當我們的精神集中一種境，一種

object的時候，這種「性」，這種「性」當狀態，當 state那樣解，我們的精神集中

一點的時候的狀態，即是那個定來的。「奢摩他」了，不用解，止，是嗎？只是有心

定叫做「奢摩他」而已，那些「滅盡定」就不叫做「奢摩他」的。「無想定」與「滅

盡定」是「無心定」，不叫做「奢摩他」的，只是限於「有心定」。那個「通散位」

的，未起輕安以前叫做「散位」，「位」即是階段，散心的階段不能夠叫得做「奢摩

他」，你現在坐在那裏，未得輕安之前，你未入初禪近分以上，你坐一萬年你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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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奢摩他」的，「奢摩他」。

「毘 舍那」不是定，是慧，智慧來的，又名叫做「樂住」，「現法」即是現鉢

在，現在世，不需要死了才入涅槃，現世就已經一切痛苦都解決了，不覺得有痛苦，

與入了涅槃差不多的那種「現法樂住」。但是「現法樂住」，色界的四種定，「空無

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這四種不能夠

叫做「現法樂住」的，一定是指什麼？近分都不算的，近分呯呯蹦蹦，瀝瀝勒勒都不

算得做定，散位就更加不是了！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那個根本定，即是那四禪

的根本定，叫做「現法樂住」。這個你說真是煩了！煩就真是煩了，學佛學到這樣，

學到這裡真是煩的！是嗎？

即是等於學數學，加一下，減一下是很容易，出一、兩條難題，那些孩子就計半

天都算不出一條，我們以前計那些幾多隻龜，幾多隻鶴，那些之類，細路哥（孩子）

的時候，半日都計不通，以前我們計數計不到先生就不讓走，凡事一到了有差不多深

度，就一定有一些麻煩的東西，你說沒有的，你即是還未到家而已。那些科學家都很

多難題的，不會完全沒有難題的，沒有難題即是他淺薄到極那樣解而已。即是你做

人，你做人做到差不多上下就會有很多問題，你如果是一 飯（愚鈍）那樣，什麼都嚿

不識的，當然就什麼事都無了，是嗎？好像一隻豬那樣就很容易了。

結婚就很容易，結婚以後你那些難題你就知道了，你那些結過婚的人你就知道

了。是嗎？經濟力不好的，就柴、米、油、鹽、醬、醋、糖，是嗎？經濟好的你又要

去交際，你交際，他交際，搞到兩個人吵架、打架，很多問題，一到相當深度的時候

就必定很多問題，任何事，凡是世俗諦的東西都有，勝義諦，入了勝義諦就沒有了，

是嗎？這樣，定的七個名就已經講過了。「愛味三摩 底，」入了「三摩 底」就整鉢 鉢

日不想出定，是嗎？好像虛雲和尚那樣，說他十幾天都不出定。

第一種是「惛沉」、第二種是「睡眠」、第三種是「沉沒」，是嗎？第四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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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味三摩 底」，第五種，下面那一頁，「或由隨一三摩 底諸隨煩惱之所染鉢 鉢

污，」這是第五種了。怎樣的？「三摩 底」即是定了，是嗎？在定裏面怎會有煩鉢

惱？那些煩惱會拉你出離定的！那些叫做「三摩 底煩惱」，這是什麼？「力」、鉢

「力」即是說有一種力，有一種力煩惱力，你入定入得好好的，忽然間起了那些煩惱

令你不想入定，就要出定的，令你退失的那種、那種狀態以什麼為體？我旁邊用括號

括著，放逸、懈怠等的那些隨煩惱起，就會把你從好好地入定中拉你出定的，這五種

了。「當知是名內心散動。」起自內心，不是由外面吸引的。這個是「內心散動。」

第三種了，第四種了，第三種有沒有問題？最難，今日讀的最難讀就是第三種

了，同一套東西你要與他接觸，或者去他家裏坐，或者平時與他閒談，平時與他閒談

的時候，他有一、兩點，無意中，或者他不想給你知道，無意中就漏了給你知。他自

己的方法，你時時與他接觸，他就講給你知，我舊時讀大學的時候，有個老師，很有

名的，這個人叫做古直(1885～1959)，做中文系主任的，他做箋註最叻（最了不

起）的，那些古人，古代的人，他做箋註最叻，做箋註很難做的，要很博，很博學，

譬如古人的某一句話，譬如你說，愛讀奇文，譬如有一個人，譬如這個人或者歐陽

修，蘇東坡，他寫了一篇文章，某某人，愛讀奇文。箋註你怎樣？註與箋是不同的，

註就是解釋，什麼叫做奇文？很奇特、很巧妙的那些文章，你解就行了，箋就不是，

箋就要怎樣？奇文兩個字出自何處？古人有沒有用過？

這種東西箋就最難搞，你就要找了，少看一些書都不行，以前一千年，或者以前

幾百年前有某一個人，曾經講過說是「奇文」兩個字，你就要舉出那個人所講的說話

出來，你就怎樣？愛讀奇文，奇文兩個字是什麼？最初用奇文兩個字是怎樣？陶淵

明，從前有一首詩，裏面說：奇文共欣賞，王安石的詩，某某詩，某某的那首詩，王

安石的某首詩云，奇文共欣賞，要舉出這一句。箋就是要箋它的出處，箋的出處要很

博學才行的！很容易就漏了！或者他陶淵明之前都有人整過？如果你說陶淵明是最先

的，你就撞板了！被人家揶揄你，被那些新聞副刊的記者就揶揄你。是嗎？你要怎

樣？一定不錯的！這個人一定不錯的，何解呢？我們想，何解他如此本事，如此博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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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博學，第二要好記性，何解呢？去問他了。讀書多就可以了！是這樣。誰

不知道讀書多就可以？何須問你？是嗎？讀多點書，讀多些書就得了。好了，我們有

時年初一就走去他那裡拜年，去拜年的時候，哄哄聲就幾個人去了，直入他家裡，他

在那個書房裏面出來，我們想直入他的書房，他快些截住我們去客廳坐，就不想我們

進他的書房，那個書房裡有張大書檯，那些作家的書檯都是很大張的。有這樣那樣

大，打開很多書在那裏，他一定是在那裏整天揭起這本書，揭起那本書了，有什麼東

西？有些什麼法寶怕我們進去看他的書？何解呢？

我們幾個就在那裏，他寧可拿住些餅等等的給我們吃，他不喜歡你入他的書房。

怕你看他檯面的東西，好了，我們知道了，很容易的，我們去他那裡拜年，他有個工

人，我們就給封利那個工人，我們臨走的時候，給封利是、給個紅封包那個工人，拍

一下她的膊頭（肩膀）讓她認得我們，懂得給紅封包別人，那個紅封包很有利的，尤

其是你去探訪人，她開門給你的時候，你給她紅封包，至緊要的！這樣就認得我們

了。我們知道了，回到學校我們知道什麼？

過了一、兩個星期看看學校的時間表，哪一點鐘他在學校教書？我們就在那點鐘

去，去到那個拍過膊頭，又有個紅封包給她的，她就開門給我們坐。教授去了上課未

返，坐一下，你們坐半個鐘頭他就回來了！我們說，好！我們坐一下。她就拿茶給我

們飲，與她聊天，那個婆媽（女傭人），與那個老婆媽聊天，書房這樣靚！古先生是

不是天天都在那裏做事？她說，是！嘿！他不給我執（收拾）那些書的！郁一下他的

書都不行的！如此這般。何解？那些書很寶貴嗎？她說：不是！不是很寶貴！他整天

這本揭一下，那本揭一下，不是很寶貴的！我說：望一下可以嗎？可以！去看看囉！

我們揭一下，原來他最主要是三本書，你們都可以的辦法，現在還多了一本，他

當時還沒有這本，一本就叫做《經籍 詁》，《經籍 詁》是阮元（籑 籑 1764－1849）

與那些學生在廣東編的，阮元是廣東的，他做學台的時候編的。現在有得買的，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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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坊鋪都見過這本書，這樣厚的一冊，即是等於一冊《詞源》那麼大，什麼都有的！

你查那些字，你查奇文，你查一下那個文字就可以了，某文、某文、某文，凡是某

文，最早講這個什麼文這個字就講給你聽。這樣你就找到了。原來這本書這樣了不

起，原來就是那樣查的！怪不得他不讓我們進去！進去就揭穿了這套東西！他一套

《經籍 詁》，一套《佩文韻府》，現在台灣有得賣了。就叫做《淵鑑類函》這套是籑

古代的百科全書來的，文學百科全書。《淵鑑類函》。這兩套都是清朝的皇帝集中那

些人去編的，現在台灣有，台灣三套都有得賣，香港都買得到，如果你想做……

聽眾：我真是沒有這 得閒。麽

羅公：你想做寫文章，造詩，這本《佩文韻府》與《淵鑑類函》你就不可不買。什麼

都有，天文、地理什麼的典故都有。我們看看他打開的幾本東西在那裏，還有

一本《說文解字》，那些字書，《康熙字典》那些，放在一邊都有，最主要就

是在正面，事實上最好是這本。所以你說叫我做箋註，什麼箋註我都會做，偷

師就偷了這幾套，有幾本書，最要緊這幾本書，你想跟那個木匠很巧妙做幾件

東西，你想偷師，你最緊要平時慣用哪一件工具，怎樣用法，你就可以了，所

以有時對那些教授你要看那些，每一個教授都一定有幾本基本的書，你要找到

他那幾本基本的東西，他的那套東西你就可以拿到，你拿不到他那幾套基本的

東西，你追不上他的。

聽眾：你現在講經講得這麼好，你有幾本基本東西？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羅公：我的基本東西？你可以學的，我沒有，但是最怕你不接受，不學，我對中國哲

學的看法，我就以佛家的立場作基本，戴起佛家的眼鏡來看它。就特別看得玲

瓏浮凸的，不止我是這樣，大概很多人都是這樣，梁啟超也是這樣，章太炎也

是這樣，很多人都是這樣。第二，佛經裏面這麼多就怎樣？以唯識宗為主，以

唯識宗與空宗為主，其他是要來做輔助作用而已，這樣就撇去了許多，天台、

賢首都撇去了，不止不要它，而且還批評它！

這樣，這個唯識與空宗兩宗之中，空宗只是一味去破而已，真正講理論、講哲學

是唯識才多東西講的，所以就以唯識為主了，唯識這麼多書又怎樣？唯識這麼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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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就兩本，三本書，三本書，第一本就是經，《解深密經》，你《解深密經》一

通，你看佛經就能橫衝直撞。現在的人為什麼不用？你就識用？我就識用了！幾多人

會用？歐陽漸那班人，章太炎那班人全部都用《解深密經》的，只是那些不懂的人不

用而已！為什麼他不識？你要知道，這本經很容易讀嗎？你讀一讀，如果一個不識的

你拿來讀一下，有一半你都會解錯！有註疏？麻煩你看註疏，拿些註疏給你看一下，

你連那些註疏都讀不到的！一本《解深密經》你已經可以橫衝直撞；第二本《成唯識

論》，最高、發展到最高峰了；第三本是基礎最闊的，就是《瑜伽師地論》，《瑜伽

師地論》如此闊要怎樣？整整一百卷，怎麼辦？是多些。

如果再加一本就是《大智度論》，抓住。空宗是那一本？空宗有一本《中論》，

一本《中論》。經呢？經呢？一部《金剛經》都夠了，不過如果你想豐富一些，你就

《大般若經》。《大般若經》，《大智度論》就是解它的，讀《大智度論》就等於已

經讀了《大品般若》了。幾套書而以！幾套書你看一半你已經了不起了，看一半已經

很好，現在的人不看的！尤其是那些出家人，不看書的。

聽眾：嘩！看完這裏？很多時間了！

羅公：什麼？

聽眾：看完這裏都不少時間了！

羅公：這樣就是了！那先看什麼？如果無人教你的，你就一定要先讀《解深密經》，

有人教你就直筆（接）先讀《成唯識論》，讀了《成唯識論》你就自己看這些

了！一本《成唯識論》十卷書而已！如果沒有，我要自己看，就要怎樣？就是

《解深密經》，《解深密經》都難看（難懂），那就聽一下，是嗎？現在那些

佛教徒，他們有都不聽！現在由開天闢地以來，在美洲都沒有人講過這本經，

現在是我第一個講，但是都沒有人聽！

聽眾：我們不是人？

羅公：不是！我是說那些蠢人！蠢人沒有人聽，以後你都很難找人去講了，沒有了！

那些人很蠢的！

聽眾：不過你有那麼多學生，不擔憂沒人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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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我的學生？劉萬然都是我學生，這本經我知道他也不敢講。

聽眾：慢慢就敢講了！

羅公：慢慢就行，幾年之後啦！三年之後再講，王聯章、劉萬然都不敢講。沒有！沒

有！現在敢講《解深密經》只有一個講過，是我學生，那個叛徒霍韜晦講過，

霍韜晦講過，他還有錄音帶！賣百幾元就可以買到錄音帶，他講過。

聽眾：講得好不好？

羅公：什麼？

聽眾：講得好不好？

羅公：好！好的！他的口才好過我的！但是他有一樣收拾他，他未修過禪定，講到

〈分別瑜伽品〉就不敢講！因為百多元買錄音帶……，什麼？

聽眾：即是不行啦！未到地定。

羅公：〈分別瑜伽品〉完全沒有經驗講不到的！

聽眾：這樣即是未到地定囉！

羅公：他不行！一百六十元！你可以寄信去買他的錄音帶。

聽眾：港幣？

羅公：港幣呀！講得好！

聽眾：費事了！我們現在有錄音帶。

羅公：但是沒有〈分別瑜伽品〉，這一品沒有。我問他。他說已經約定我了，叫我 9

月回去。

聽眾：講給他聽？

羅公：講這一品。我說，你已經講過有錄音帶？我無〈分別瑜伽品〉以後那一節。你

給我講〈分別瑜伽品〉那一節。

聽眾：他想賣嘛！

羅公：嘿！我替他掙了萬幾二萬元。

聽眾：何解你說他是叛徒？

羅公：什麼？

聽眾：何解你說他是叛徒？

羅公：他皈依又不皈依，看不起那些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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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他皈依不到的！

羅公：何解皈依不到？

聽眾：他要皈依印順，印順不在。

羅公：是呀！他說只有印順值得皈依而已！其他沒有一個值得。

聽眾：那他去台灣囉！

羅公：去！都說他不夠福！去到印順（法師）那裏誰知他病了，回了台中，專誠去到

台北找印順，但是印順生病就回了台中。現在不幹了！連印順都不皈依了，連

印順都看不起了，現在他高級了！

聽眾：那怎樣？看得起誰？沒有人高過他了？為何眼生得……

羅公：中國和尚最好學問就是印順了！人品也是最好他了。

聽眾：很威儀。

羅公：那個？是印順了！我都承認只有他而已！第二個你叫我……

聽眾：揀擇喔！

羅公：是！這樣你何不找個狗肉和尚來皈依？是嗎？

聽眾：這樣又不用！很多沒有吃狗肉。

羅公：不用！如果這樣，你自己自性皈依都可以了！你就向著那個佛像皈依都可以

了！是嗎？都是找一個有德的好的！是嗎？不用的！那些和尚自己無德的，不

用的！不用的！你來皈依我就行了！

聽眾：除了印順法師，還有印順法師的門下的人嘛！

羅公：不是無學問就是無品德。

聽眾：你這麼高的欲望……

羅公：這樣，最好就是印順法師，最好就去顯明和尚（1917-2007）。

聽眾：這樣敏智法師呢？你都說好，

羅公：敏智好。

聽眾：對呀！他可以去找敏智。

羅公：但是，你們歸依他好……

聽眾：他就不行？

羅公：他就不肯皈依他，說他的學問不夠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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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中國讀書人是這樣的……

聽眾：嘩！這個人的我慢太重了。

羅公：不是！我都是這樣。

聽眾：你又不同嘛！

羅公：韓愈講，不要講佛家，中國讀書人很多是這樣的，很自我的，世界沒有孔子，

其他的人我都不做他的，不用經皈依儀式。他問過我，你以為如何呢？我說，

現在這樣，找有德的出家人皈依是好些，尤其是學密宗，你不皈依那些顯教和

尚，你可以學密宗，密宗，他是阿闍梨就可以了，不必理他什麼。是嗎？但是

顯教你就要論一下他的德性，何解？要他是真正的比丘才行的，有很多不是比

丘來的！什麼叫做比丘？有一個定義，守比丘戒者就名為比丘，是嗎？你說對

不對？

譬如你在天主教徒，你不守天主教戒，你就不是天主教徒，你入了教，替你洗了

禮都是假的。是嗎？但是你真正用比丘戒來衡量，那個二百多條戒，很少不犯的，很

少不犯的，不給人讀他的戒律的！不讓你讀出家人的戒律的，他說怎樣？出家人的戒

律如此難守，你讀了會令你心淡（無信心）而不敢出家。不錯！是！一。第二，那些

已得利益的人恐怕（害怕）你要參加，因為你看穿他的那套東西嘛！原來你都是不是

路的！你不知他批評，你就烏凜凜（懵懂），知道的就看穿他了！是嗎？譬如這樣，

出家人，如果你單獨一個男的和尚在這裡，沒有其他人在這裏，你不能接見一個女子

的。但是現在不是的，那些女徒弟替他疊被子，倒水給他洗臉。是嗎？這樣之類，這

些就是舉其之類。還有，所有錢都要拿去給那個常住的。好像天主教的那些神父，多

少身家，一做了神父之後，你就全部拿了出去，都繳了出去的，別人給你多少，你都

要拿出去公諸同好的！都要拿給你個常住的，不是你說我可以怎樣的。

現在不是，有些是富和尚，有些是窮和尚，哪裡是？很多不是那樣的！高床都不

能睡的！現在是很靚的才睡，是嗎？普通的汽車都說不坐。這樣如何是戒律？女人是

不能夠稱法師的，女人呀！現在呢？個個比丘尼都說我說某法師、某法師！法什麼

師？完全都不合佛制的！是嗎？但是你一看到它，原來這樣不行的！說法等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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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和尚才行的！女比丘不行，比丘尼又不行的。這樣豈不是穿了？是嗎？有些好好

的都自稱法師，人家稱你，你都叫人家不要，稱我們某某尼就好了，這樣才是嘛！六

祖的那個，跟六祖的那個「無盡藏」，都是稱「無盡藏尼」而已！無人稱她為「無盡

藏法師」的！但現在香港你看看，這個又法師，那個又法師！

聽眾：台灣最興！

羅公：什麼？

聽眾：台灣最興！

羅公：嘿！台灣，台灣離譜！同時，我慢這樣高，比丘是這樣的嗎？比丘不是我慢這

樣高的！是嗎？

你一看那些戒律，發現全部都是渦 （不合戒律）！所以不讓你們看，這樣幾時嘢

才看？你受戒的時候就知道了，這樣講法！這個民主時代還搞這一套東西！黑社會入

會才是這樣的！當你入會的時候，嚇你的時候，那個師傅才講那些條文給你知道，未

入會就不知到那些規矩，但是當你知道規矩之後你就慘了！黑社會才有。這個民主時

代，什麼都等於契約一樣，我要看清楚我能不能守，能守，ok了，我才簽字的！受

了，簽了字才知的？這些不合時宜的。是嗎？縱使是以前的制度都要改的。「於內等

持所行諸相，作意思惟，名相散動。」這種東西就很難能的，若果一個人，「若依外

相，」這裡四個字先不要理他，「（由）等持」，「等持」即是禪定，「所行諸

相，」由「等持」，在定中間見到那些境界，在定中間見到種種境界，有時見到，定

中見到蓮花，「其大如車輪」，有時見到那些佛半邊天那麼高，有時見到他金光閃

閃，有時見到地獄的狀況都有的！

「所行」，「等持所行」即是定中所見到的那些「諸相」，那些相狀，那些

image，相。你就怎樣？依外相，你將它來，你應該要知道，這是我在定中的，這些

叫做「定果色」，修定的時候時時會有這些東西的。「色」者，都是物質性的東西，

「定果色」。是變幻無常的，即是說那個宗教經驗上那些所有的東西，就不應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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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實的東西來到比較，就不行的，譬如你見到一朵蓮花，大，大到無比，又會伸，

又會縮的，這樣，會不會這樣呢？這朵蓮花到底是多少尺？那些種子是怎樣的？放到

泥裡面多久才產生呢？

總之你用外面在未入定之前、之時各種世俗所見到的東西，用那種東西來衡量這

種宗教經驗裡面的東西，依據外相來衡量那些，來對於那些定中所見的諸相，作意思

維來想它，你一見到那些東西，其實你見到定中那些東西，你知道這是「定果色」，

不錯的！幻境而已！一撇就開了，不用理它了，你就在那裏作意思惟了，我就見到這

種境了，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的那朵蓮花苞又開未呢？一會又想，我現在是不是入地菩

薩呢？現在我見到這些東西，這些都是幻境見到的東西，不用理它。如果這樣就「名

相散動。」因為見到種種定中的相，令到你的心攀緣、散動，叫做「相散動」。上面

有幾個字寫住，「相散動」古人無有解得好者，那些人把它不深解到它深，我就說沒

有一個解得它好的，連圓測法師都解得不是很好的，現在我的解法就只是依文解字而

已。

第五種「 重散動」，你看看，「若內作意」不是！「內作意為緣，生起所有諸麁

受，由 重身計我起慢，當知是名 重散動。」這句也是兩家解法，很難判定誰解得麁 麁

對的，因為「 重」兩個字有不同的定義，第一個解法，「 重」者，指我們身體的麁 麁

那種「 重」的狀況，但是這個入定，已經入了初禪以上的情形了，那裏有這種「麁 麁

重」呢？這樣解就不通了。是嗎？第二種解，「 重」兩個字是指「第八阿賴耶識」麁

裏面的那些煩惱種子，因為煩惱種子的影響，時時那些散亂心所、那些煩惱心所時時

會起，令到你「散動」的，這樣解似乎好些，但都不是很好。儘管先留著，或者你將

來有更好的解釋亦不定。是嗎？

「內作意為緣，生起所有諸受，」「內作意」，「內」者，指定中，「作意」

者，即是修止觀，由定中說，修止觀為緣，以這樣為條件，為緣，就跟著就「生起所

有諸受，」這個是什麼？那種歡喜的感覺，我們很歡喜的，見到那些境界，尤其是輕

安起了之後，我們很愉快的。「受」，那種喜受、樂受。這樣，有了這樣的受，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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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覺得了不得了，「由 重身」，其實你有這種「受」的人，你的「第八識」裏面還麁

有很多煩惱種子的，你有煩惱種子的心，「計我起慢，」起執著。現在我又入定了，

我入幾多個鐘頭都可以，而且入定的時候見到什麼境界。

現在的人最時興，動不動就講什麼境界，這樣就以為很了不起了，這樣就起慢

了，我就真是了不起了，「計我」，執著有個我，而起一種慢心，這一個解，這是

「 重」，我的身體的「第八識」裏面有一個煩惱種子的，其實我們這個身都遠遠未麁

得，我卻偏偏在這裡執著，因為有這種喜樂的境界，我們起執著，第一個解。第二個

解是有粗重身，我們這個身根本就是有「 重性」的，現在入定只是暫時壓住、阻礙麁

著它而已！一出定我們的身就是「 重」了，對於我們身體來說，這個「 重身」執麁 麁

著它是我，我能夠入定，現在我能夠怎樣，起一種我慢心。如果這樣，「當知是名麁

重散動。」這樣第四、第五兩種就難解一些，不過都沒有什麼問題，不解它也沒有什

麼問題，最緊要就是前面的三種。

聽眾：羅公！

羅公：什麼？

聽眾：包不包括那個十六觀？即是譬如你修淨土那十六觀出現那個相？

羅公：不算！那個有意觀就不算，無意的現出種種東西的，這個相。

譬如你專門觀十六觀，專門觀密宗修法的本尊狀態那些不算，只是什麼？你坐著

坐著的時候，忽然間出現的很美妙的境界，忽然間現出了各種紅光萬丈的那些境界，

那種。第四就是講給你聽，你未見道的時候固然是很多東西，是嗎？又這種「散

動」，又那種「散動」，見了道又怎樣？我告訴你，你見了道還有十地，每一地都有

那一地的障礙，他現在告訴你，你入了第一地有什麼障礙？你入了第二地有什麼障

礙？戊四，止觀所治的十一障。（止觀所治十一障門）止觀依次能夠對付的十一種障

礙，障礙你得大菩提；障礙你修止觀的，一問一答。問：「世尊！此奢摩他、毘 舍鉢

那，從初菩薩地」，這個「從」字我寫錯了！「從」即跟隨，一個 from，英文的

15



from，「從」，雙企人，兩個企人的「從」，我寫錯了。「從初菩薩地乃至如來

地，能對治何障？」　

他說，世尊（啊）！我們修止觀，修止觀又可以對付那些煩惱，「障」者，什麼

「障」？第一種，「煩惱障」；第二種「所知障」，大概「煩惱障」已經很少了，

「所知障」最多，這樣現在再複述給你聽，煩惱障與所知障有什麼不同？我們的煩惱

障，我們的障，障礙我們得、障礙我們證果的有兩種障，一種，「煩惱障」有個

「障」字就與普通煩惱兩個字不同，「煩惱障」是指什麼呢？就是以一大堆煩惱，其

中一種就是我執，其他圍繞著我執的那些貪、嗔、癡等的一大堆煩惱，這一大堆煩惱

都可以障礙我們入涅槃的，這樣所以叫做「煩惱障」，障礙我們入涅槃，即是令到，

煩惱障一方面障礙我們入涅槃，即是驅使我們去輪迴生死的，不能入涅槃就即是生死

輪迴了。

第二種障叫做「所知障」，中心不是執我的，是執法的，一大堆貪、嗔、癡等一

堆煩惱，這些叫做，這些是障礙我們得大菩提的，障礙我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不障礙我們入涅槃，這個「所知」是指真如，障礙我們證真如證得很圓滿，或

者「所知」是指那個法身，障礙我們證這個，佛的法身以真如為體，證真如，如果你

是小乘，你修行，修止觀就完全斷除了你的「煩惱障」，你就可以證阿羅漢果了，就

不能夠成佛，證阿羅漢果就是入涅槃，脫離生死輪迴，如果你想成佛，你要有最高的

智慧，即是大菩提，你就要怎樣？完全沒有了法執，即是說以法執為中心的那一大堆

煩惱都要掃清，這樣，這一大堆煩惱就叫做「所知障」。掃除了「所知障」你就得無

上正覺了，得大菩提了。

即是「煩惱障」障礙你入涅槃，障礙你得阿羅漢果，「所知障」就障礙你得佛

果。「障」就是指，兩種障是指「煩惱障」、「所知障」，但是上面所講的已經入了

「地」了，入了「地」的人「煩惱障」就很少了，「所知障」多，這些障主要就是

「所知障」。你看看，一問一答。問：「世尊（啊）！此奢摩他、毘 舍那，從初菩鉢

薩地，乃至如來地，能對治何障？」　這種止觀，這種「奢摩他」，這種「毘 舍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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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由初初入地，即是初見道的時候，入初地起，一路至到經過十地而成佛，這樣

就十一個階段，是嗎？在這個十一個階段裏面，在那一某、在哪一個階段，每一個階

段都要除開那些障礙的，哪一個階段是除哪一種障礙呢？「治」即是對付，然後答

了。十一個階段即是十一種障，就分十一段了，是嗎？

我不讀它的十一段了，儘管先讀第一段，庚一，釋初地障，如果你不掃除這種障

礙，你就不能夠入到初地，即是說，你不能夠真正見道，你掃除了這種障礙才行，才

能夠真正見道，這個很輕的，是分別的二障來的，障有兩種，「煩惱障」、「所知

障」都有兩種，一種，障，分別即是想，即是思維，思維之後才有的，或者你讀書，

或者讀一些不好的書；或者信宗教，信錯了不好的宗教然後才有的，那種分別，思維

分別起的障；一種是俱生，與生俱來的，例如有些是執著有個我，或者執著有某種東

西，這種執著是由於思維然後才起的。但是如果你說，一見到好的東西就想吃，流口

水就想食了，這種就是貪，都是障，這種障是俱生的，與生俱來的。分別起的障，很

容易斷，很容易斷的，可能你今世就斷清了，一斷清了分別障，你就入初地了，就叫

做見道了。一入見道就掃除了分別障，但是俱生障就郁都未郁過（從未動過），初地

菩薩郁都未郁過（從未動過）。所以說，一個初地菩薩，如果你在他旁邊燉狗肉，他

都會一樣覺得香的，不過嗅到香之後，他會想，我都是不會吃了。都是那樣解而已。

是嗎？你說一個入了初地的菩薩，有個女色在他面前，他真的會暈陀陀的，不過他一

暈了之後，他馬上會醒覺的，這種事不搞了。有的。

這樣就初地了。這種都是分別二障，你看我上面的：初地障就以分別起這個二障

為體，「體」即是本質。他說：「善男子！此奢摩他、毘 舍那，於初地中，對治惡鉢

趣煩惱、業、生雜染障。」他說：善男子啊！你修「奢摩他、毘 舍那」已經修到鉢

了，真真正正起了輕安了，已經得到「奢摩他」，又能夠修觀了，這樣你一路修，修

到能夠對付什麼？「惡趣煩惱」現行，「惡趣」就是什麼？地獄、餓鬼、畜生，叫做

「惡趣煩惱」，這些煩惱令到你生惡趣的，例如貪，貪不是一定生惡趣的，是嗎？但

是你貪，貪到別人的人命，那樣就是惡趣了！是嗎！嗔，嬲，嬲怒一下就未必入惡趣

的，但是嬲到殺人，那樣就入惡趣了！那些很厲害的煩惱，「惡趣煩惱」，令你入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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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煩惱，就是貪、嗔、癡這類煩惱。煩惱了，由煩惱而作業，作些不好的業，有

「業」引生你「生」，來生受這個報應，「煩惱」、「業」、「生」這三種雜染。一

到你入初地，就對付那三種能夠令你入惡趣的雜染，即是能夠令你入惡趣的煩惱，令

你入惡趣的業，令你入惡趣的生死不再起了！

入了初地就這樣了，所以有很多修淨土的動不動就說，一不小心初地菩薩都會

跌？我們走去淨土處就不會跌了！這個講法，如果你不是講唯識宗，就以為真是這樣

了，是嗎？對了；一懂唯識的道理就知道，不是的！你入了初地，你對付了那些「惡

趣煩惱」、「業」與「生」，這三種對付了就沒有機會給你再落惡趣的！是嗎？怕什

麼？第二，你說，我念佛，一去就去了！你死的時候能夠一心不亂？你能夠保證嗎？

不行，心亂一亂豈不是死症？去不了！是嗎？一樣會去不了的！是嗎？

這樣，而且所以說，你念十聲佛就可以能去的，這叫做「別時意趣」，即是說幾

多劫之後都好，總有一天你可以去，「別時」即不是這一世死了就去，鼓勵你們，是

這樣的，所以真真正正康莊大道的途徑就是持戒、修止，修觀，修戒、定、慧，這條

才是康莊大道，是嗎？念佛可以，等於你做生意買保險，不是說不念，是買保險，做

生意買保險總是沒有蝕底（虧本）的，火燒了你的還有得賠。好了，這樣你就知道，

不會作惡趣的業，不會再作惡趣的業怎樣生惡趣？你說，前生會有。前生？這樣，如

果前生有今生就應該受了！今生你都不用受，你還是做人，站直了還是做人，即是說

你那些惡趣的業很弱，做人的業還是強，所以你今世就不落惡趣嘛！如果你今世修止

觀又持戒的時候，那就更強！第二世又是沒有機會入惡趣？你一路世世是這樣做就永

遠凍結了！是嗎？怕什麼？所以不用害怕，有條數可以計得到的！

好了，這個就是初地的障，就是斷除分別煩惱。俱生煩惱就根本沒有動，如果俱

生煩惱斷除了十分一左右，你就進入第二地了，第二地又要不犯戒了。讀第二句，明

第二地的障。「第二地中，對治微細誤犯現行障。」「犯」者，即是犯戒，微細的戒

都會有錯，入了初地，你以為入了初地，初地菩薩就不會犯戒了，誰說的？那些微細

戒時時犯！如果你能夠微細的戒律都不犯，你就是第二地，第二地中修止觀，你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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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觀的力能夠對付那些「微細（的）誤犯」，不是有意犯，無意中犯了的都沒有的

「現行障」。好了，這樣就講到這裏。第三、第四、第五就留改日再講了。

聽眾：比如印順法師是第幾地？

羅公：他未入地的。

聽眾：未入地？

羅公：未！未入地的，這個世界我看沒有入地菩薩，西藏有沒有就不知。

聽眾：這裡印順法師就是屬於什麼……

羅公：很高的資糧了！資糧很高已經不得了！智者大師都是資糧而已！

聽眾：他自己說是五品位弟子。

聽眾：90年 6月 17日。

羅公：戊四，止觀所治十一障門，修止觀，他所對付的，障礙我們成佛的，它能夠對

付十一種障，每一個階段它可以對付某一種障，即是說告訴你，你能夠修止觀

對付了哪一種障，你就屬於第幾地。就不是說好像入了一個框，然後對付那些

障，而是像你對付了那些障，你就是這樣的地位。

這個十地就很長遠的，有一次我在昆明，我就去探望太虛法師，我就與他聊起，

我說：大乘三個無量劫這麼長，好得人怕的！講起這樣。他說，太虛法師就這樣說，

讀書不要太過沾滯，即是讀書不要太過沾滯，太過沾滯就反而失真了！讀佛經都是一

樣，要怎樣呢？讀佛經最緊要先明大體，佛經講三大無量劫，即是說不怕時間的長

遠，並不是說數數，幾多年，幾多萬年，並不是這樣計法的，他說，如果我們精進就

應該縮得很短的！他就引《攝大乘論》的一首偈，它那首偈怎樣？無著菩薩的《攝大

乘論》講給我們知的，「處夢謂經年，」當我們發夢的時候，可能在夢裏面發了整一

年的夢，有些人發幾十年的夢都有的，一個鐘頭發了幾十年夢都有的，「處夢謂經

年，」「寤乃須臾頃，」「寤」就是醒，當你睡醒的時候，原來在夢裏面就經過一

年，其實經過一年、兩年，原來只是睡了一會覺而已，所以時間是無自性的。「故時

雖萬劫（無量），」所以時間，萬劫的時間，我們如果精進，集中精神去修是可以縮

得很短的，「故時雖萬劫（無量），攝在一剎那。」都可以的！所以就不用，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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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要每一地需要多少年，不是的。我們如果一路精進是可以很快的，太虛法師就這

樣看法。他說，我們不應該相信實際是這麼長時間。

所以在十地裏面就對付十一種障，十地裏面，由發菩提心起，發菩提心即是發這

個決心，我們要成佛這樣的心，不是說現在那些寺門叫你發心，捐多少錢，那些不是

發心，那些是在那裡種一下福。發心是發大菩提心想成佛的，由發心的那一剎那起，

而且大家坐在這裏，你不知幾多劫之前你已經發心了，不是今世才發心的，由發心的

那一剎那起，一路至到這一段，阿僧祇劫，「阿僧祇」即是無量那樣解。第一個無量

劫，所謂「劫」者，那個世界的一成一壞，叫做「劫」，由發心起，到你入地，就是

第一個阿僧祇劫；由入初地起，到第八地，第二個阿僧祇劫；第三個阿僧祇劫呢？第

三個阿僧祇劫，十地完了就成佛，十地完成就成佛。

這樣，這個所謂時間，不是真是計算幾多年的，即是我們做到見道了，如果你明

天見道，就明天第一個阿僧祇劫圓滿，如果你說明年我就已經入第八地了！你就明年

第二個阿僧祇劫滿了。這樣就在十地裏面，這一段它就不計較了，由初地起講。因為

這一段的障很多，不用講了，是嗎？上文已經屢次講了，由入了初地之後，一路到第

十地，有十一種障，當你除一種障，就入了這一地；除了第二種障就入了第二地，就

是這樣。止觀所治的，「治」即對付、他所對付的十一種障。

問了，他說，「世尊！此奢摩他、毘 舍那，從初菩薩地」那個「從」字改正鉢

它。「乃至如來地，能對治何障？」由「初菩薩地」，由這個初地起，即是說已經修

滿第一個阿僧祇劫，由見道起一路至到第十地，在這個十地裏面，十地之後就叫做

「如來地」了。在這個這麼長遠的期間裏面，「能對治何障？」這個止觀有力量能夠

對付哪些障呢？就請佛將那些障舉出來。舉出來之後，在這裏，我順便補充給你們，

「障」有兩種，是嗎？一種叫做「煩惱障」；就障礙我們得涅槃的，就是以我執為首

的；一種叫做「所知障」，「所知」即是這個圓滿的真如的所知，障礙我們對圓滿的

真如不能夠證得到，不能證得到圓滿的那種「所知障」，就是以法執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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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修小乘的，除了「煩惱障」就可以了，不用理「所知障」，因為你不能

成佛，如果你想成佛，普渡眾生，你就要連「所知障」都要除去；如果你想斷「煩惱

障」，你肯努力，快則一生，今世了結，遲也不過是六十世，六十幾世，你就完結

了，就成阿羅漢入涅槃了。即是說，不知幾多眾生不斷的生死輪迴之中，沒有了你，

沒有了你，沒有了，徹底消滅了你這個這樣的生死輪迴的壞的生命，沒有了那個壞的

生命，證了涅槃之後的相狀是怎樣的？這個不是沒有，他說不是說沒有，是嗎？

是一種沒有生死輪迴的狀態，涅槃是有的，不是無的，這個叫做有餘、「有餘涅

槃」，不是！不是！無餘涅槃，沒有這個生死輪迴的生命而已。如果修大乘的就要把

「所知障」亦斷除，斷「所知障」很奇怪，修大乘的時候，由發心起，一路都要對付

「所知障」、「煩惱障」兩種障，但是一到初地以後都還有兩種障的，記住！一到初

地以後就只是斷「所知障」而已！不斷「煩惱障」，何解呢？因為他不想快快趣趣

（加速）涅槃，明不明白？

如果完全斷了「煩惱障」，他會很快涅槃，他要入世，即是留一些「煩惱障」，

留一些我執，甚至（留）一些貪、嗔、癡都要保留一些不動它，不斷，每一地都不斷

「煩惱障」，到了第十地之後，真正下一個剎那就成佛了，那個法身出現了，現在才

斷，但是「所知障」就不是了，每地都要斷、斷、斷、斷，分 10個階段來斷「所知

障」，那些「煩惱障」豈不是很多煩惱貪、嗔、癡？

這些叫做「故留煩惱」了，保留一些煩惱，故意保留一些煩惱，如果連這些煩惱

都沒有，別人在旁邊打死人你都不會發火了，沒有了貪、瞋、癡的「瞋」嘛！是嗎？

如此你在社會上只是一隻怪物，在極樂世界就可以，但是你在極樂世界沒有眾生讓你

度的，你想在這個世界度眾生，你卻整個木人一樣，旁邊打死人，欺負人，你都不會

發火的，你在一個國家裏面，敵人走來滅你的國家，傷殘你的人民，你都不發火去抗

拒敵人的！這樣這種人豈不是變成了怪物？在社會上你是多餘的！這些人變成了蛀米

大蟲！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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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想入世，一定要有一些「煩惱障」，譬如你說男女的情慾就是欲界的煩

惱，如果你說「煩惱障」，那些欲界的「煩惱障」都剷除了，你如何能投生欲界？欲

界沒有你份，苦的眾生全部在欲界的！地獄、餓鬼、畜生全部都是在欲界的！苦的人

間是在欲界的，天上沒有苦的，所以欲界的煩惱你都要保留它，故意保留那些煩惱，

豈不是很弊？不怕！煩惱就有兩種，一種就是惡性的，有些就不是惡性的，不過只是

拖累你，令你不容易成佛那樣解而已，這樣即是說煩惱有兩種性的煩惱，一種就是

「有覆無記」，即是有遮蔽你、拖延你，令你成佛沒有那麼快，「有覆無記」。

例如你的兒子，你會很愛護你的兒子，對你的女兒也是很愛的，對你的丈夫也是

很愛的，對你的父母都是很愛的，愛不是貪？是嗎？如果你說完全斷了煩惱的時候，

你就死了父親都哭不出來了！一定死的！今日不死明日死，今年不死明年死，始終有

一次死的，哭來做什麼？哭了他就會起死回生嗎？喊不出了！你的兒子被人打死你也

哭不出了，無貪心，無貪嘛！這樣你就變成了怪物，大乘的人就要保留這些煩惱，保

留煩惱就怎樣？老父親死的時候你可以大哭幾日都可以，是嗎？你的兒子有問題的時

候，你可以連續哭幾十日，是嗎？你的丈夫死了，你可以哭到死去活來都可以。這些

都是因為有貪，有貪、有嗔，這些貪，這些嗔是怎樣？你這些是沒有害人的！是嗎？

你的父親死你自己哭，自己傷心而已！你沒有打人，你沒有殺人，你不是惡性的。這

些是叫做「有覆無記」的煩惱，保留它！「有覆無記」的煩惱就保留它！

第二種煩惱就是惡性的，惡性的貪、嗔、癡很弊的！惡性的貪是怎樣？別人寄

托、寄妻託子給你，你就侵吞別人的家產，貪嘛！是嗎？你做國民，外國人買你做間

諜，給你錢，你貪嘛！這種貪就是惡性的，是嗎？有些惡性的貪的。這樣，當你一個

修大乘的人保留煩惱的時候，你肯守菩薩戒，那些惡性的貪就被你制伏的，你不敢做

的，那些惡性的你不敢的。「有覆無記」的，你可以一路保留到你成佛，惡性的那些

就控制住，不會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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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嬲怒，貪、嗔、癡的嬲怒，嬲怒是破壞性的，但是你有保留，嬲怒就會嬲

怒，但是你不至於到殺人滅口那種嬲怒，只是怎樣？罵人！只是別人十分不對就制伏

別人，打別人，僅此而已。惡性的煩惱，由於你有什麼輔助？第一，由於你有般若，

有智慧，有智慧來指導它，用智慧來調節它，第二你肯持戒，用持戒做增上緣，不會

太離譜（過分），這樣，惡性的煩惱就變成了「有覆無記」，雖然惡性，但都變成

「有覆無記」，「有覆無記」就更加無所謂了，所以「煩惱障」要故意保留。「煩惱

障」，這是什麼講的？《解深密經》講的，這就是合理的。

聽眾：羅公！那個《瑜伽菩薩戒》，有一條戒是要你剷除煩惱的。

羅公：什麼？

聽眾：《瑜伽菩薩戒》，它說：菩薩……

羅公：對於本隨煩惱很有興趣，對於涅槃……

聽眾：是，百倍生忻樂。

羅公：百倍生忻樂。但你知道，那個是無住涅槃，無住涅槃，無住涅槃就要成了佛之

後，再，永不涅槃嘛！它的意思是涅槃兩個字，就是暗指無住涅槃，就不是指

小乘的那些無餘涅槃。即是說，對於煩惱是斷了，是斷了，他留到十地滿才

斷，第一，第二是斷惡性的，變成了「有覆無記」了，是嗎？這個合理一些

的，只是對大乘的人講的。裡面有些很多是對小乘的人講的。涅槃，其實它是

指無住涅槃，一個菩薩很喜歡斷煩惱，是！他斷煩惱，煩惱兩個字，煩惱兩個

字有兩部分的，有些屬於「所知障」，有些是屬於「煩惱障」的，他就斷了，

但是他先逐地、逐地斷「所知障」的煩惱，煩惱與「煩惱障」不同的，煩惱的

範圍很闊的，「所知障」、「煩惱障」都是煩惱，但是「煩惱障」只是以我執

為首，障礙我們得無餘涅槃的階段了。

聽眾：羅公！

羅公：連拖都不拖你的。

我們的第七識就是「有覆無記」的，「第八識」就是「無覆無記」。還有，凡是

果報的本身一定是「無覆無記」，你作的業，你殺人一家，將來譬如假使你做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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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殺人一家就是惡的，但是做十世豬有什麼惡？做豬還惡？被人 都還惡？是嗎？劏

那頭豬沒有惡的！那頭豬沒有犯別人，怎樣作惡？你幾時見過豬去殺人放火？豬被你

就有知，這樣還說惡？是嗎？所以牠是無記的；善嗎？善也善不出什麼樣子，豬也劏

做不出什麼善，是嗎？善與惡主要就是行為，所以果是「無覆無記」。凡是異熟的東

西、果報的東西一定是無記的。庚一，初地，庚二，二地；庚三，三地，一路至到庚

十一，就第十一地。十地而已！怎會十一地？第十一地即是如來地，就成佛了！是

嗎？那個「地」即是階段而已！是嗎？stages，那個階段，或者那個 course（過

程）。

答了，庚一，釋初地障。「初地障」就包括了「煩惱障」與「所知障」的，「初

地」的障，「初地」的障就怎樣？「初地」的障我們知道，不論「所知障」與「煩惱

障」都有兩種的，第一種是分別起的，分別的「煩惱障」，第二種是俱生的「煩惱

障」，分別起的很容易斷，你們、你們的分別「煩惱障」起碼有八成人已經是很微

了，最多是一、二成人就還有分別「煩惱障」很厲害的。但是俱生「煩惱障」就厲害

了，郁都未郁過（從未移動），可能到你見道之日，你的俱生「煩惱障」都未郁

（動）過，有些就郁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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