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止修成功以上的那些，定中的「意識」，又見到什麼？「阿陀那識」的心，又

見到什麼的心生，這個「生」，那個「生」，在定中見的，那些叫做「定中意識」，

定中「獨頭意識」見到。所謂「意識」就有這麼多種了，「第六意識」就是這麼多

了。這樣，第一種就是「頓取一切色等境界的分別意識」，那個「等」字是等「聲、

香、味、觸」。第二種，第一種即是「五俱意識」，即是「五同緣意識」，第二種，

「及頓取內外境界覺受」。即是除「五同緣意識」之外，通通其他的「意識」，明白

了嗎？

這個有漏意識就是這樣，講了無漏意識就收工了。「或頓於一念瞬息須臾，現入

多定，見多佛土，見多如來（的）分別意識」；或者又可以無漏的是怎樣？「頓於一

念」，突然間一剎那，「一念」即是一剎那，念一起，「一念」即是一剎那，一剎那

之間，「瞬息」或者眨一下眼，就叫做「瞬」，「須臾」，「須臾」即是什麼？很短

時間就是「須臾」，很短時間在定中，一入了定，他一想起我想見阿彌陀佛，我想見

藥師佛，一念之間，一剎那即刻就出現。「現入多定，」一念之間入幾個定都可以，

第一個剎那見到阿彌陀佛，第二個剎那即刻見到藥師佛，怎樣都可以。「見多佛

土」，見那些報土，化土也在內，廣義就是如此。「見多如來」，見到很多、各個如

來都在這裡。一念之間，初一念不是一念見到全部，一念之間上下一齊在那裡，一念

之間要見這個又可以，一念之間見那個也可以。

那種「分別意識」仍然是有分別的，何解？有概念的，有分別的，那個是什麼？

「後得智」來的，「後得智」去見那些，即是你想，你都不用去極樂世界的，「後得

智」，你說我要與阿彌陀佛傾偈（聊天），想問一下他，你在定中的那個「意識」現

起，現起、現起一個「意生身」去頂禮阿彌陀佛，我想請問你什麼。這個無漏意識，

這個距離我們太遠了，見了道之後，初地都是第一步，都做不了那麼多的，這些是十

地裏面的功夫，這樣，這個「意識」，有漏意識、無漏意識。我們在定中會察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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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漏意識現在起，有時記得我現在就起一個無漏意識，「意識」怎樣？

六祖講過一句，「五八六七果因轉」，「前五識」未成佛之前，那個「成所作

智」不能出現的，「八識」，「第八識」這個「庵摩羅識」要成了佛才出現的，「果

位」才轉，「轉」即是生，「果位」的時候才生的，「前五識」的無漏識，即是「第

八識」的無漏識，這裏有兩個無漏識就要成了佛之後才生的。「第六識」與「第七

識」是因為未成佛都會出現的，你見道的時候，那個有漏的意識就停一停，那個無漏

的意識就 出來一會，到你出定了，它又縮回去，那個有漏的就再走出來，「第六意飈

識」要有根的，那個無漏的意識要有一個無漏的根的！

這樣這個無漏的「第七識」真是出現了，「第六意識」，無漏的「意識」一出現

的時候，那個「第七識」，跟著那個無漏的「第七識」就跟住出現做它的根，當那個

無漏的「第六意識」一縮起來的時候，那個第七的無漏意識、無漏的「第七識」就跟

住縮回去，所以在「因位」都可以生一下的，「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

性，」「名言種子」一起一落，而且都是什麼？世俗諦裡面假立的，不是勝義諦的，

「但轉名言無實性」。怎樣？還沒仍有兩句的，「若於轉處不留情」，是嗎？這樣就

到什麼？

聽眾：「繁興永處那伽定」。

羅公：對了。「繁興永處那伽定」。

當你轉的時候毫不留情，即是斬盡殺絕，怎樣？將那些煩惱障、所知障全部掃

清！毫不留情，一個不留！那時怎樣？那個有漏的「第八識」都無了，有漏種子全部

掃清！那個「庵摩羅識」出現了！那時候時時都在定中的，「那伽」是龍，那些人稱

佛做「龍」的，「繁興」，不論你「繁興」很多一起一伏都不用理的，你整日都在定

中，別人請你吃飯也好， 你又好，怎樣都好，你都在定中的，事業繁興不停，無住揼

涅槃，但是永遠在那個「龍」一樣的大定，那時就真是龍一樣了，這樣就要做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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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到最後就是金剛定，金剛定的時候，最強的般若智一點都不留情，全部銷毀了那

些煩惱障的麤重，煩惱障與所知障的麤重全部銷毀了，連第八有漏的「識」，有漏

「第八識」都燒毀了，那時有漏燒毀，用那個無漏智燒毀了有漏識，但是無漏智不會

燒無漏識的，何解？火不燒火自己，火只燒其他東西，所以無漏的智就只是燒有漏的

種子，那些無漏種子就不能燒，有漏種子掃清了，那個無漏種子，第八無漏識的種子

就爆發，第八無漏種子爆發，「第八識」以「第七識」做根的，連帶那個無漏第七識

的「平等性智」，無漏第七識跟住起，「第七識」一起，那個有漏的「第六識」就有

根了，有漏的「妙觀察智」又跟著起了，跟住那個「成所作智」又起了，呼群引類，

一剎那之中那八個識一齊起，那八個識就變起什麼？變起那個無漏的「第八識」，變

起那個報土，所謂極樂世界，琉璃光世界那些，等於他建立一個某某公司，你們那些

窮一些的，無錢的就買它的股票，做股東，他就做大股東，就是這樣。

那個「第七末那識」變起那個報身佛，「第六識」就說法用，這個變化土的五濁

惡世又怎樣？他的「成所作智」加持，令你們那些人，三千大千世界裡面，每一個世

界同時見有釋迦佛入胎，那個護明菩薩入胎，同時見到那個釋迦佛出世，同時見到釋

迦佛入涅槃。「成所作智」的功夫，講就是這樣講了，這些就什麼沒有得駁的，何

解？我依書直說而已，如果你不信，你就去駁彌勒菩薩就最好了。講到這裏，第二個

心生，因為這個定中看就知道你的心是這樣情況的。

聽眾：90 年 7 月 8 日。

羅公：我們看看，陽版那裡，第一行那裏，第二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彌勒菩

薩就問佛了，「世尊！云何修行引發菩薩廣大威德？」　即是一個人修行，要

怎樣修行，然後引生，然後引出那些菩薩所應有的廣大的威力呢？「威德」即

是威勢、威力，即是英文的那個 power。是嗎？這樣佛就答他，答他，答

他，他怎樣答？「善男子！若諸菩薩善知六處，便能引發（菩薩所有）廣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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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佛怎樣答他呢？他說，如果那個菩薩，當他修止觀的時候，在止觀裏面

有很多境界出現的，大概來講就有這六種情況出現，在定中會有這六種狀況出

現，一個菩薩，當你是修止觀的時候，見到這類東西出現你不要害怕，亦不要

貪戀，要很好地了解它，知道這些是什麼東西，「善知」，是嗎？很好地了

解，很好地知道，知道這六種東西，出現的六種東西。如果你能夠這樣，就會

引發出廣大威德了。這樣，是哪六種東西？

第一、「善知心生」；你修止觀的時候，在定中有種種不同的心現起的，你要好

好地去了解、知道；「（二者）、善知心住」；那個心有時會停留在某一種、某一類

的對象那裏的，你亦要了解；「（三者）、善知心出」；當你的心能夠出離煩惱的時

候，你了解，我現在的心能夠出離；「（四者）、善知心增」；同時，我的心在定中

會見到我們的心，即是我們的心裏面有智慧的，我的智慧又已經增加了，增加了，我

們知道它增加；「（五者）、善知心減；」我們每一路修的時候那些煩惱一路，煩

惱、無明就越來越少，當它少的時候，少到怎樣我們要知道，不是矇查查（不清楚）

的，而是很清楚的；第六、「善知方便。」我們如何獲得到神通？如何得到進步？如

何加快成佛？我們有個方法，我們了解它是什麼方法？這樣，下面六種東西他就逐樣

講了。怎樣「善知心生」？你看看他答。「云何善知心生」？怎樣叫做「云何善知心

生」呢？答來，佛答了，「謂如實知十六行心……」我漏了一個「知」字，「謂如實

知十六行心生起差別，」一句。我們清清楚楚了解、知道，知道什麼？那十六種心，

「行」者，活動，十六種心的活動，生起的差別，十六種心生起的狀況不同的情況，

如果你能夠這樣，會有這十六種心生的，這樣就能夠很好地了解，就叫做「善知心

生」了。

這些都是講什麼？在止觀裏面出現的那種境界來的，下面了，「十六行心生起差

別者」，所謂十六種心，不同的心生起的不同法是怎樣？下面逐種解釋，一者、十六

種心了，「不可覺知堅住器識生，謂阿陀那識」；第一種，我們在定中就很清楚地覺

得我們整日有一個這樣的心生，整日生的，沒有一個時候不生，如果它不生，你就變

成阿羅漢了，涅槃了，這個是整日生的，「不可覺知的」，即是說，微細到我們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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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感覺不到的，知道有這個微細的心出現，怎樣生？我們是不清楚的，那些菩薩在定

中都不清楚的，只有佛才知道的，「不可覺知」的，那個叫做什麼？堅住的，即是不

停的，堅住的，即是連續的，不會斷的，堅住的，這個「堅住」即是不會斷的，即是

英文的 steadily，堅住，不會斷的，這樣的「識」。這個即是「第八識」，「謂阿陀

那識」。這個就是「第八識」了，未曾，如果大乘未曾登第八地就叫做「阿賴耶

識」，過了第八地就不叫做「阿賴耶識」，叫它做「阿陀那識」，因為這裏就講很多

地，講到十地，所以他不用「阿賴耶識」。羅漢、小乘，如果證了阿羅漢果，就不能

叫做「阿賴耶識」了，只可以叫「阿陀那識」。

第一種，我們在修止觀上講，這種境界都是見了道的境界來的，覺得有這種這樣

的心，即是自己體驗到有一個生生不息的「第八識」出現，這樣，你要好好地了知，

何解？你不要執著這個是「我」，很多人都執著，這個就是「真我」了。第二個心

了，「二者、種種行相所緣識生」，「種種行相」，即是，「行相」者，活動的情

形，或者性能，種種不同性能的，對於所緣的境有種種不同的性能的，這個「識」

生，這個是「意識」來的，主要是「第六意識」，「意識」有很多種的，哪一類呢？

「謂頓取一切色等境界分別意識」，即是什麼？你看看，即是「五不同緣意識」

與「五後意識」，「及頓取內外境界覺受」的意識，他不過是略了「意識」兩個字，

這個就是除……什麼？沒錯！除了上文所講的，叫你改回，合起來叫做二，二裏面分

作 A、B，原來的一改作 A，原來的二就改作 B，這些都是有漏的，有漏意識有幾多

種類呢？我有個表在上面，是嗎？這個表在上面，你自己回去看一下，明白它，「意

識」除了有漏意識之外，還有無漏的意識的，「或頓於一念瞬息須臾，現入多定，見

多佛土，見多如來（的）分別意識」；或者另外有一種這樣的「分別意識」，這個

「分別意識」是什麼呢？「頓於一念」，一剎那之間，「瞬息」即是很短的時間，

「須臾」也是短時間，他很快、很快就可以現前，可以入很多種定，由這種定轉那種

定，由那種定又轉另一種定，可以這樣。並在定中可以見到那些佛的報土，他一發

願，譬如他說，我想見極樂世界，我發願，請阿彌陀佛加持我，令我看見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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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定中極樂世界就可以現前。

譬如說，我想看看藥師琉璃光世界是怎樣？就念幾聲「藥師琉璃光佛」，請他加

持，這樣你就看到那個淨琉璃世界了，「見多佛土，又見多如來」，這些這樣的「意

識」是不是無分別的「根本智」呢？不是，是有分別的「後得智意識」，因為何解？

「根本智」就沒有概念的，你既無概念，你怎樣去請阿彌陀佛加持我？這樣就有概念

了！阿彌陀佛就是概念，加持也是概念來的，是嗎？所以你說「無分別智」就是什麼

都無，一無所見，但是很清楚，因為他整日把握住那個真如，「後得智」他然後才

會，我想見極樂世界，我想見藥師佛，諸如此類。這個就是「後得智」，因為何解他

不講「根本智」？因為「根本智」是沒有得講的，是嗎？這個已經講了，是嗎？第二

種、第三種未講了，是嗎？現在今天應該講的。

丑三，釋第三心。第三種情況，第三種的心生起，在定中覺得有這種心生起。

「三者、小相所緣識生，謂欲界繫識」；講到這裏我們要知道，何解我們現在在欲界

呢？因為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有欲界的種子、有色界的種子、亦有無色界的種

子。因為，何解不變色界呢？因為我們的「業」，我們造那些欲界的業，過去做了欲

界的業，這種欲界的業的力量強，這樣色界的業都有做，但是沒有它那麼強，欲界的

業強，那些欲界的業就刺激那些變欲界的種子，於是那個「阿陀那識」裏面那些變起

欲界的那些種子受了它的刺激，於是就現起了，出現了，一出現就變起欲界了，不變

色界，又怎樣呢？色界不能變嗎？不是，不能夠變，你已經變了欲界了，是嗎？

色界那些種子，色界的種子，種子就無形無相的，現行就有形有象的，欲界那些

種子變出有形有象的現行了，那就阻礙了，那些色界、無色界的種子就不出現了，就

藏在「阿陀那識」裏面。等你死了之後，你的「業」生色界強了，最強了就會生，如

果你死了之後還是欲界的業強，就還是生欲界，是嗎？不過這樣，你不要以為生色界

一定是好事，那些聖人不多生色界的，他生欲界的，那些乘願再來的那些生欲界的。

因為色界那班人整日入定的，是嗎？整日入定的，你想與他說法，但講話都沒有人聽

的，沒有人聽你講，你想救人，沒有人要你救，誰要你救？大家都是闊佬，是嗎？你

6



想做功德也沒有得做，想說法沒有人聽，所以那些聖人，聖賢不生色界，生欲界。

這樣，如果你說我整日修禪的，日日這樣修，初禪、二禪那樣修，日日修，日日

這樣每天早上坐、每晚坐，坐到我一坐定就入定了，你只要一個條件，你就修十善就

可以了，你死了之後，你起碼就生初禪天、二禪天、三禪天、四禪天都可以，色界分

做四禪，等到在那裡死了，然後就再落人間，是嗎？於是你所變的形狀，欲界就很少

的，欲界的人很細小，我們只有幾尺高，如果是天上就比較大的。這些用講不用駁，

這些是傳說，我也未見過，那些祖師是這樣說，他說在定中見到，佛亦不反對，是

嗎？他說我們在須彌山腰那裏，須彌山四面有四個天，就是四大天王天，我們的高人

約莫等於四大天王天的膝頭差不多上下，即是那些能夠做騎警的五呎十高的高大西方

男子，然後才僅僅到四大天王那些民眾的那些膝蓋，是嗎？所以你說我們有多細粒？

一到了忉利天就更加高大，很高大。

如果初禪天，他就手指頭，你一個江漢霖都不夠他一個手指頭那麼大，這樣的，

如果二禪、三禪、四禪就更加大了，欲界的就小的，變起那些「小相」出來的，即是

欲界的種子變出的小的東西，變不出大東西的。「小相所緣」，「所緣」即是境界，

專門變出一些小的境界的那個「識」，即是說什麼？「阿賴耶識」裏面變欲界的種子

變的，我們的種子變，種子是「阿賴耶識」的一部分來的，那個相分，譬如我說，

「阿賴耶識」變欲界，實在就不是「阿賴耶識」變，「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變，不

過這些種子是「阿賴耶識」的一部分，是嗎？所以說都是它變的。

即是說，我們叫「阿賴耶識」做什麼？這個就叫做「欲界阿賴耶識」了，所以你

看佛經，一下子看到你矇查查（不清楚），一會有「欲界阿賴耶識」？一會又有一個

「色界阿賴耶識」？一會又說有「無色界阿賴耶識」？怎樣搞？很多個「阿賴耶

識」？不是的！其實都是那個「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有欲界種子；有色界種

子；有無色界種子，當它變欲界的時候，那些色界、無色界的種子就不動，這樣就變

成了欲界了，變成了欲界，我們這個是欲界「阿賴耶識」了！到了如果我死了之後生

色界，他就叫我「阿賴耶識」做「色界阿賴耶識」，是這樣。聽不聽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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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一看的時候你會不明白，當初我們看都是這樣，何解呢？一會又有「欲界

阿賴耶識」，豈不是有很多「阿賴耶識」？現在生欲界，就「欲界阿賴耶識」出現，

那個「色界阿賴耶識」就縮起來；到我生色界，就「色界阿賴耶識」走出來，那個

「欲界阿賴耶識」就縮起來，這樣怎得了？這樣講法！原來不是，明不明白？這些內

容你看書是看不到的，要看很多書，有時還要與別人商量一下才能夠明白的。所以你

講唯識最怕你講那種東西，譬如講《八識規矩頌》，別人問你講一下《唯識三十

頌》，剛好有個不通氣的就問你，我看到經裏面說有個「欲界阿賴耶識」，看到「色

界阿賴耶識」，總共有幾多個「阿賴耶識」？你就夠麻煩了，要解一輪給他聽，好長

氣才能解釋給他聽的！

「小相」，專門變起欲界這麼小的相的，「謂欲界繫識」；「繫」者，即是隸

屬，隸屬於欲界。即是說你的「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變出欲界出來的時候，我們就

說，你的「阿賴耶識」是「欲界繫」，即是 belong to 欲界，即是「欲界繫」，被欲

界，那個意思是什麼？被欲界的煩惱束縛的，即是你生在欲界就整日起欲界的煩惱

的，這樣你就整日被欲界的煩惱所搞壞了你，是嗎？所以是「欲界繫」。「繫」者，

束縛，我們不要當束縛解，當隸屬，隸屬於欲界，這個欲界的「阿陀那識」。

好了，丑五，釋第四心生，第四種心。「四者、大相所緣識生，謂色界繫識」；

「識」也是「阿賴耶識」，變起那些大的形狀的，是了！譬如我現坐在多倫多坐這裏

修，我已經見了道了，我就變起多倫多的「小相所緣識」就沒有問題了，譬如我變大

梵天王的那個識，我要與大梵天王、見一下大梵天王，看看那個宮殿是怎樣的，這樣

就很大，怎樣變？那時就變成這樣了，兩種情形的，一種，你的身就坐在欲界，因為

你入了定，欲界仍然變，但是你的「第六意識」，「天眼通」的天眼，「第六意識」

是色界的意識，欲界的意識壓著，色界的意識起，色界意識起就見回色界的東西，這

是一種，人坐在這裏見到，但不能去的，你見到，見到大梵天王坐在那裡怎樣，見到

某某怎樣，但你不是去到那裡，那種就沒有那麼到家了，只是見到而已，好像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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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好像催眠術那樣見到而已。

第二種就直情是怎樣？變起那個「意生身」，變起那個身，走出去的，直情好像

坐在那裡，走出去欲界，直情走進去，你見到大梵天王，問大梵天，我想來探望你可

以嗎？傾偈（聊天）都可以的，不過這些你要有很大的加持力才行。不然大梵天王門

口的守衛趕你出來，用個盅蓋著你，那時就麻煩了！是嗎？不過大梵天王那裏沒有人

守門口，只有他一個，整個天就只有他一個人，大梵天王不喜歡別人搞住他。另外一

層天就是他那些官，官吏，那些助手，就叫做「梵輔天」，還有另外一層天就是「梵

眾天」，是他的民眾住的。你可以去「梵眾天」那裡去吃蘋果，是嗎？

「意生身」去的，「意生身」去就要神通很大，這些普通那些道教徒，就說什

麼，出神，有兩種神出，一種就出陰神，一種就出陽神，出陰神你看到那裏，譬如我

這樣，陳芷君在家裡，兩夫婦在那裡聊天，我想看看她做什麼，探望一下她，我去，

她見不到我，我見到她兩夫婦在那裡，可能打架不定，或傾偈（聊天）不定，見到

她，是嗎？第二天我問她，你們昨晚上是不是兩個打架？是呀！你怎知道？就是好像

催眠術那樣見到，那些是出陰神的。出陽神就不是了！去到直情你可以問：羅先生！

這麼好你來探望我？見到，整個會見到的。那些道教的出陽神。出陽神很難出一樣

高，出陽神只能出這麼小的一個，出陽神好像那張凳那麼高。

聽眾：像小孩子。

羅公：很難出，不知何解，有人出得到陽神的，現在道教那個，同善社那個叫做什

麼？同善社那個師尊，人人叫他做師尊的，那個都會出陽神的，他忽然間去到

四川，巡一下四川，他住在四川的，他去同善社那些分社處巡視，那些人說：

啊！師尊來了！招呼他！招呼一會他就走了，就不見了，原來他還在山裏面

的。這樣是出陽神，這種就是什麼？

變起「意生身」到處去的，那些要神通很高才行的，而且要很定才行。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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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搞了三個月，這裡一塊東西，他不是出陽神，他只是運

氣，他出陽神剛剛見到一隻貓，你見到一隻貓的時候，你不能夠定就好像見到老虎那

樣，其實是貓來的，你去到隔離見到一隻老虎，原來隔離有隻貓，即是因為你變成這

麼小個，如果你出陽神，那隻貓見到你就死了！牠捉你，咬你，你這麼小的一個公仔

兩頭走，貓見到公仔兩頭走會郁的，牠就會咬你，狗也咬你，很危險的！你不要以為

我有神通就好盞（愜意），那些狗就專見到這些的，他吠你、咬你，會嚇死你的！出

陽神呀！那個未出陽神在那處，在廣州精武體育會，他整日跟著那個師傅運氣，運氣

周身走，剛好個氣運到這裏，運到這個肩頭下面一點，那隻貓跳，廣州有些神 的，枱

安神的，神 有個琉璃，一個玻璃盅上面有些燈盞，那隻貓砰一跳過去，將那個琉璃枱

框一聲跌了，砰一聲，他一驚，那道氣一促，促住了，第二天早上就一個包那樣，三

個多月！回去問師傅怎辦，師父說日日揉一下它，一百日就好了。真是一百日才好！

還有一個香港很多人認識的，叫做唐天如（1877-1961），有沒有人聽過唐天

如這個名？他舊時做過那個軍閥吳佩孚的秘書長，唐天如，他在湖南衡陽正在打坐的

時候，忽然間兵變，呯呯 那些軍隊造反，嚇得他一驚，原來他那道氣運到大腸，嘭嘭

一驚就促住大腸，醒了，整日那個大腸那裡有問題，不妥，好像一坨那樣，整日嗅到

好像屎的味，如是者幾個月！他自己講的，幾個月，整日食飯就聞到那種味，他說，

好慘！飲茶又是一種這樣的味，屎水的味道，食飯又是屎的味道，這樣就夠麻煩的！

唐天如。這樣就兩種，一種就直情可以走出來的，那些高級的，都是「後得智」變

的，這裏只是說見到有一個這樣的識生起，

丑五了，釋第五種心生起。「五者、無量相所緣識生，謂（空、識、）無邊處繫

（的）識」；「空無邊處」是什麼？無色界了，「空無邊處」、「識無邊處」，你在

定中那個「阿賴耶識」，「欲界阿賴耶識」壓低，即是說，那些種子變欲界的不郁，

只是變你的身體，其他不動，那個識變這個無色界的「阿賴耶識」出現，就見到無色

界的境界，那個無色界就有什麼？「空無邊處」，什麼都沒有，見到一片虛空，見到

茫茫太空那樣，「空無邊處」，「識無邊處」就覺得自己的心充滿虛空，無量無邊

的。這個都是什麼？「阿賴耶識」的相分，「阿賴耶識」的相分，「大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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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都是「阿賴耶識」，以上這幾種，一、二、三、四、五都是「阿賴耶識」，第六

都是。不過這些我們就得個講字，見了道才有得講，是嗎？未見道，不是說不行，有

些人可以的，那些道教徒與那些婆羅門修瑜伽的，有些都做得到，但是會有危險，如

果你不清楚會有危險的。

第六心生，第六種心生起，。「六者、微細相所緣識生，謂無所有處繫識」；無

色界裏面有四層，第一層叫做「空無邊處」；第二層叫做「識無邊處」；第三層叫做

「無所有處」，覺得一無所有的微細，沒有東西比「沒有東西」更微細。「無所有處

繫」，即是隸屬於「無所有處」的「阿賴耶識」生起，即是那個「阿賴耶識」執受著

那些變「無所有處」的種子。

七者，第七心生。「七者、邊際相所緣識生，謂非想非非想處繫識」；都是「阿

賴耶識」，「邊際」怎樣？欲界、色界、無色界，無色界是最頂的，是嗎？無色界之

中有四個「天」，其實都沒有空的，即是沒有物質的，即是四種狀況。第一種狀況就

是「空無邊處」，第二種狀況是「識無邊處」；第三種狀況是「無所有處」；第四種

狀況呢？邊際了，limit了，最後了，一過了它，一過了它就是涅槃，或者「滅盡

定」了，入「滅盡定」了。這樣，那個境界就叫做「非想非非想天」，怎樣叫做「非

想非非想」？「非想」，不是好像下面那樣，有一個很明朗的 concept，想就是

concept，或者 perception，沒有很明朗的想，「非想」，又「非非想」，又不是

完全沒有、不是完全沒有 concept，亦不是完全沒有 perception，perception很微

細的，既不是有明了的想，也不是完全沒有想，這個「想」你可以譯作 perception

或者是 concept，兩種譯法，兩種。那個就好像一線心，無清楚的概念，但是又不是

完全沒有，不是沒有知覺那樣。一過了這個就停了，前五識完全停了，如果你是羅

漢，你就入了滅盡定，沒有了知覺那樣，或者入涅槃了。有這樣的一種識生，「邊際

相所緣識生」。屬於「非想非非想處」的界繫的。

第八種，丑八，釋第八心生，「八者、無相識生，謂出世識及緣滅識」；這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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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複雜，這個就不是「阿賴耶識」那麼簡單了，這個「第六意識」了，「無相識」，

無相，哪兩種「無相」呢？一，就是真如，真如無「生、住、異、滅」之相，無

「色、聲、香、味、觸」之相，所以稱為「無相」，這是真如，第一種。第二，涅

槃，寂滅、涅槃，滅諦無相，第八種心，我們在定中，會覺得有個「無相識」生起，

那個「無相識」一般來講就是無漏的，「謂出世識」。「出世」者，即無漏，「無漏

識」，這個是指「第六意識」來的，不是「阿賴耶識」，是「第六意識」。無漏的

「意識」及「緣滅識」，「無漏出世識」就一定是無漏的「意識」，「緣滅」的

「識」，這個是什麼？或有漏的、或無漏的，八個識都可以的，「緣滅」即是攀緣

「滅諦」的那個識，你現在的「第六意識」，你的「有漏識」都可以想的，我有一個

「滅諦」，我現在都可以攀緣那個「滅諦」的，不過這個「滅諦」是 concept來

的，是概念的「滅諦」那樣解而已。這樣「緣滅識」就通乎有漏、無漏。「識」就不

一定是「意識」，出世的「無漏識」就〔不一定是「意識」〕，我有一個箭咀指著那

裡，無漏的八種「淨識」。

丑九了，第九心生。「九者、苦俱行識生，謂地獄識」；我們在定中，當我們想

看那個地獄的時候，我們「第八識」裏面那些變地獄的種子就起現行了，地獄的境界

就出現了，那個地獄是苦的，當然你就不苦，但是你見到那些苦的眾生，「苦俱行識

生」；與苦俱行，即是相應一齊起的識生，指那些眾生，地獄的眾生，同時你又可以

體驗地獄是如何苦，你自己都可以體驗，你自己去受一下都可以的，「苦俱行識生，

謂地獄識」；變起地獄，這裡只是講地獄，餓鬼算不算？都算，鬼的一部分，鬼有多

種的，一些是有福德的鬼，好像你整一間廟，整一間什麼廟，於是那些鬼，那些有福

德的鬼就走來佔著這間廟。譬如你整間觀音廟，不是觀音菩薩來的，不一定是觀音菩

薩來的，那些惡鬼就走來：這是我的世界了！我帶上一班鬼仔在那裡，在那裡找吃

的，它在這裏做大王了，借個觀音菩薩像來求食了。

聽眾：羅公！想請問何解那麼大的福德都去做鬼？

羅公：什麼？不善心死不能生天，他還有，譬如他這樣，有個條件，一個人臨死就一

定昏迷的，臨死的時候心一定是無記的，不會是善心，不會是惡心，但是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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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前，未昏迷的階段就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善心起，一種是惡心，一種是無

記心，如果是善心，昏迷之前是善心的，不能夠入惡道的，不能夠入地獄，不

能夠入餓鬼界的。譬如他作了餓鬼業，作了地獄業就怎樣？先凍結了，等他在

善的、等他在善趣裏面過了這一世，下一世再算，這樣善趣即是人天，如果去

到人天他又再積累更加多的善業，這樣又再凍結，就可以一路搞到無期凍結，

即是你在銀行那裡有一筆、欠一筆帳，整到硬是銀行都倒閉了，凍結了，你都

不用付了，你是要付，但是它始終都不收的，你都死了，沒有人追了。這樣，

如果他是做了很多好事都好，生平不知做了幾多善事，但是可惜有一件事他含

恨，含恨而死，死的時候起了個憎恨心，一起了憎恨心之後就不能夠落善趣

的，這樣就一定要做，憎恨心未必要落地獄，因為他做了很多善業，就做餓鬼

了，那些就是有福德的鬼了，那些做廟的廟主。譬如那些忠臣烈士，那些都是

死的時候含恨而死，他都不生得人天的。譬如你說，假使關公是有的，他即是

有福德的鬼了。現在很多所謂那些天后娘娘那些等等，那些統統都是有福德的

鬼來的。無福德的鬼就衰了！蹲在廁所邊，或者在那些鬼界，別人吐口水他走

去舔，那就是沒有福德的鬼，很多人都見到的，這些鬼。兼且、包括了那些沒

有福德的鬼與畜生，畜生都很好的，有些狗一日的食用比我還好，是嗎？日日

都有幾磅牛排給牠吃的，那些狗呀！我都沒有日日吃的，牠更好。

聽眾：不食好過食。

羅公：畜生有些都很好的！那些是有福德的畜生，有些被人整日餓到死的，那些生滋

（皮膚病）掉毛的那些就不必講了，是嗎？但是有些過得很好的！

丑十，釋第十種心生。即是在定中會自覺有這種心生的，這種心生起是你有時故

意叫它生起，有時無意中當你散亂的時候，你修定散亂的時候，它自己會生起。「十

者、雜受俱行識生，謂欲行識」；欲界的識叫做「欲行識」，欲界的什麼？「雜

受」，人間就是「雜受」，所謂「雜」者，有苦、有樂。知不知道地方？

聽眾：知道。

羅公：苦、樂；不苦不樂；苦樂參半，輪流來的。我們欲界，欲界即是，欲界包括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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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包括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人間；五，四天王天；六，忉

利天；忉利天上面還再有四個天，欲界了，這個是「雜受」，苦樂參半的。

丑十一，釋第十一心。一種心生，我寫著寫著就漏了寫一個「生」字，懶呀！寫

一個生字，你們自己加下去。「十一、喜俱行識生，謂初二靜慮識」；「初靜慮」即

是初禪，當你入了初禪的時候，身體固然是覺得很愉快，同時你的心覺得很歡喜，初

禪，靜慮即是禪，初禪，初禪的狀況是怎樣的？佛自己用四個字來描寫，離生喜樂；

二禪，每一個禪他用一個句來描寫它，初……這個「不熟」的就會引生病的，這個

「不熟」的東西用來譬喻那些煩惱，是嗎？

當我們見道的時候，小乘的說話與大乘經都是用「正性離生」，「正性」者，指

那個無漏智，「離生」，離開那種「生」的狀態，要記得，「正性離生」，什麼叫做

「離生」？離開那些沒有，離開我們的那些普通不識得入定的人，總之那個心是很生

硬的，好像煲藕煲不熟，煲沙葛煲不熟那樣，煲牛白腩煲不熟那樣，不能食，會食滯

你的，吃病你的，離開這種「生」的狀態，即是離開這種整日被煩惱搞亂的那種狀

態，在定裡而得到什麼？精神上，從前真是好了！這種境界，因為何解？那種輕安

起，輕安起，硬是很愉快，好像輕飄飄那樣，好像整個沒有了重量，很爽那樣，精神

上的喜，喜普通一般就是這樣，「喜」就是指「第六識」，「樂」，普通是指身，普

通是前五識。

不過這裡正式入了初禪之後，應該就連到前五識都停了，這個「樂」，總之前五

識停了，這個「意識」，身體都覺得快樂的，總之「樂」就是指身體的樂，「喜」就

指心靈上的喜，離開那種煩惱紛擾的生硬狀態，而得到喜與樂那樣的情況，那時就叫

做入了初禪。未入之前就 啪的，好像整個 了上虛空，倒掟再走下來，又好像見到噼 飈

自己個肚一路脹、脹、脹，脹到無比那麼大，一縮就覺得自己縮成蚊子那麼細，古靈

精怪無奇不有，初禪近分的時候，如果你害怕，你就會發神經（精神病）了！所以那

些人叫人修定修到差不多上下要有個師傅在旁邊，我見到什麼，如果你一個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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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烏 sir sir（不懂）的，就會真是嚇到神經（精神）病的。

不過現在的人就不會的，以前的人就會，以前的人買不到書看的，現在的人不用

找師父的，你看書嘛！看一本書，一本好的書不就得個好師傅？是嗎？看十本書就參

十個好師傅？我們不能夠一部通書看到老，幾百年以前的人想找書看都找不到的，我

記得我們那個阿爺（祖父）想找一本《資治通鑑》看都不知幾辛苦，才能夠求人家才

借他《資治通鑑》來看咁巴閉，這麼辛苦。現在就不是了，幾多書都有得賣，你走去

圖書館，什麼教你修定的書都有，最怕你懶而不看。識解了嗎？

這樣這個有「喜」了，是嗎？有喜有樂，一到第二禪，有沒有喜？有沒有樂？仍

然有，不過那種「喜」就更加微妙，那種樂更加微細，「定生喜樂」，很定、很定，

在定中產生的那種喜樂，更加超過初禪的那種喜樂的，有喜有樂。一到第三禪就沒有

喜了，何解？我覺得歡喜的精神仍然有跳動的，一到第三禪就冷靜到極，所以離喜，

沒有了喜，喜都嫌太粗了，但有種更微妙的樂，在第三禪。好了，現在「喜俱行」，

「俱行」即是一齊起，一定是初禪、二禪，是嗎？變起初禪、二禪的境界，「謂初二

靜慮（的）識」。這個「識」是什麼？「第八識」與「第六意識」，八個「識」，

初、二禪的八個「識」。

丑十二，釋第十二個心生。「十二、樂俱行識生，謂第三靜慮識」；「離喜」得

到「妙樂」，「第三靜慮」，有無人試過？我看沒有了，多倫多都怕很難找，第三禪

我恐怕很難找到了。初禪或者容或有之，是嗎？第二、第三禪我看都很難找到。不是

一定要修止觀才有，你念佛都會有，念佛念到很純熟的時候會入了定的，會入了初

禪、二禪、三禪都可以的，修止觀念佛都是止來的，念佛可以修念佛止觀。四禪不一

定要佛教，道教都可以的，道教的道長可以入到三、四禪的。亦不只是道教，那些天

主教徒或者基督教徒，他在那裡做一種靈修的工作的時候，他很定、很定那樣，他能

入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能入到的，這個四禪是佛教與外道所公共、共有

的，但是，不過裏面的那個觀法就有些不同，是這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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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丑十三，釋第十三的心。「十三、不苦不樂俱行（的）識生，謂從第四

禪（靜慮）……」何解第四禪是「不苦不樂」？第四禪以上，第四禪以上就是什麼？

第四禪，再入第四禪之外的、之上的就是「空無邊處」，「空無邊處定」、「識無邊

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

聽眾：是不是漏了一個「慮」字？

羅公：什麼？

聽眾：是不是漏了一個「慮」字？

羅公：哪個？

聽眾：慮字，第四靜慮？

羅公：第四靜慮，漏了一個字。

聽眾：漏了一個「慮」字。

羅公：漏了一個「慮」字，請大家加回去。在定中就一定沒有苦的，入了四禪就一定

沒有苦的，低級的定就有喜有樂，比較中級的定就無喜有樂，高級一些的定就

連樂都沒有的，你們看看第四禪，捨念清淨，「捨」，既不苦亦不樂，「捨」

了苦樂的感覺，那個「捨」字一方面捨棄苦、捨棄樂，一方面就捨棄「惛

沉」、捨棄「掉舉」，一種這樣心就是一種什麼狀態？「心平等性」，「性」

者，狀態，那個心很平衡的狀態，這個是最初級的「捨」，再高級一些的

「捨」，記不記得？江漢霖？

聽眾：「心正直性」。

羅公：「心正直性」。再進步一些，那種心的平衡狀態，最初的「心平等性」要很吃

力的，一下不留意，那個心就傾側了，心平氣靜，再進一步，用功用得多，稍

為提點一下，心就很平衡了，第三種「心無功用性」，不用提點的，他自然心

都會很平衡的，這種不動心的狀態，心有種種傾動擾亂的，那個「性」字，這

個「性」字是當狀態解，「捨」，不苦亦不樂，無苦，連樂都沒有，你不要

說，這樣不是更衰？連快樂都沒有了，不是，苦與樂是相對的，他這個連樂都

沒有就好像什麼？你形容什麼？靜止水的那種狀態，那種狀態時，一切什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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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等等，大概就出來了，你想有神通就做到第四禪。

聽眾：那個近分是不是有個境界先後出現？

羅公：什麼？

聽眾：近分。

羅公：未入初禪先有近分。

聽眾：那個近分是不是有個境界現起？

羅公：是。

聽眾：每一層有個境界可以講得出來？

羅公：初時就能講出來，老行專就可以跳過，不只可以跳過，由第三禪跨過即入四

禪，他還可以第二禪跳到第四禪。

聽眾：怎樣知道？自己能夠知道呢？

羅公：什麼？你自己知道的，初時你「有喜有樂」，現在忽然間就「離喜妙樂」，連

「喜心」都沒有，喜是你喜，樂是你樂，有沒有喜你都不知？現在我也沒有歡

喜你都不知？這些一定知的。是嗎？

聽眾：羅公，那種狀態，是不是坐那時的狀態？不是離開了？

羅公：離開嗎？

聽眾：是。

羅公：離開沒有的。

聽眾：沒有了？

羅公：是，不過普通離開就一定由第四禪，落回第二禪，然後在初禪出定，出定就沒

有了第四禪的那種狀態了，初禪裡面那種「離生喜樂」的狀態都沒有了，但是

輕安就還有。

聽眾：即是平時那樣？

羅公：是，好像很爽的那樣，周身都精神爽利，那種狀態還可以保留好久，大概是一

小時左右。

聽眾：但是之後又沒有了？

羅公：沒有了！那時又要再入定又有了，是嗎？因為你以後不能整日入定的，你要吃

飯的，是嗎？你要睡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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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樣又有麻煩了。

羅公：「俱行（的）識」，「不苦不樂」就是「捨」，這個「捨」清淨，這個「捨念

清淨」何解？就是說有兩種清淨，一種是「捨清淨」，第二種「念清淨」，即

是不是麻木的，一念當前，明明了了那樣的，與昏迷與飲醉酒那樣，昏昏迷迷

的不同，與我們吃了麻醉藥的無知也不同，一念當前很明了，但是心就好像不

動心，那樣心好像明鏡止水那樣。見道，什麼都在這個第四禪，第一次見道一

定在第四禪。一下就見道那些，只是禪宗講的，其他宗不講這些，乃至，「乃

至」即是由下面一路數上去「非想非非想處」的，那八個識出現。

丑十四，釋第十四個心生，「十四、染污俱行識生，謂諸煩惱及隨煩惱相應

（的）識」；這個「意識」，「第六意識」，與那個染污的東西，「染污」即是煩惱

與隨煩惱，「俱行」即是一齊起的，與那些染污的東西一齊起的「識生」，你入定有

時都會有這些東西出現的，是嗎？你未證到，初禪菩薩都會有這些出現的，一定沒有

這些東西出現，就要七、八地之後才沒有，都有這些染污的東西，「俱行識生」。

丑十六，丑十五，釋十五心生。「十五、善俱行識生，謂信等相應（的）識生

起；」「信等」，「等」什麼，十一個善心所，所以如果你想學小乘或學唯識，一定

要將那五十幾個心所，五十一個或者五十三個心所，要念熟它才行，「善」等，善的

心所有幾多個呢？四十一個。

聽眾：四十一個。

聽眾：十一。

羅公：什麼？你們讀過《八識規矩頌》，「遍行」、「別境」、「善十一」記不記

得？陳芷君，聽了還給我了？唉！你不要這樣！你讀熟《唯識三十頌》就識

了！是嗎？「善謂信慚愧；無貪等三根；勤安不放逸；行捨及不害」，就這麼

多個，十一個，「等」就「等」其餘的十個。我們的「第六意識」起的時候，

同時就有那些善心所一齊起，當我們那個善心所起了，那個「第六意識」受它

影響都變為善了，我們就知道，我現在的這個心是善心，即是樣樣都明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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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丑第十六，釋第十六心生。「十六、無記俱行識生，謂彼俱不相應識」。第十六

種就是無記心，既不是善心，如果善心起，即是那十一個善心所一齊起就叫做善心，

如果是那種惡心或者是有覆無記心，即是那種「染污俱行識」，它現在既無煩惱染污

亦無善等的出現，那時就叫做「無記俱行」了，那種心都是無記，那些「無記心所」

與它一齊起的心，我們就知道現在我是無記的心。這樣十六種心生起的時候我們就清

清楚楚知道。六處，第一處是「善知心生」。你說，我這樣知道心生而已！引發廣大

威德，這樣會引起廣大威德？任何心生起你都清清楚楚，是嗎？如果你連這些都不清

楚，如何有神通？是嗎？

這個有「神通」者，「善知心生」是第一步基礎來的！第二就是「善知心住」，

這個「住」，這個「住」者，停留，這個「住」字如果譯作英文就叫做 stand，心怎

樣站在那裡，答：「謂如實知了別真如」。「了別真如」是什麼？唯識的道理，你要

了解唯識的道理，這個是就大乘來講的，唯識宗講的，如果你是小乘就不必理什麼

「了別真如」的。小乘是什麼？你了解那個什麼真如就可以了，「流轉真如」是嗎？

還有什麼？「安立真如」，「正行真如」，「邪行真如」，（及清淨真如）小乘的人

了解那幾個真如就可以了。

這樣如果你是入了初地，是初地菩薩，就更加，「了別真如」就更加清楚了。辛

三了，善知心出，「出」者，不是走出來，「出」就是離開，離開什麼？離開兩種束

縛，平時我們，我們不是佛，縱使你是初地、二地的菩薩都好，都有這兩種東西的束

縛，第一種叫做「相縛」，什麼都有個形相的，有個相在這裡，不能夠打破那個相

的，所以叫「相縛」；第二種就叫「麤重縛」，不論你投生去哪裡，走去哪裡，你的

「第八識」裏面含藏很多的煩惱種子，死都跟著你的，那些麤重，煩惱種子叫做「麤

重」、「麤重縛」，束縛著你，令你不能夠離開生死輪迴，「麤重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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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我修定修得這麼好都不能夠？你想離開那兩種縛就好像磨鐵成針那樣，今

年我要修得不錯了，那些「相縛」就少一些了，沒有那麼厲害了，「煩惱縛」、那些

「麤重縛」輕一些了，今世就修了六十年了，到臨死的時候，覺得、比較初修的時候

好了很多了，留到第二世又來，磨練好都要一萬幾千世起碼，沒有這麼快的，因為何

解？無始以來一路堆積的，這麼快就一下子像倒水那樣倒清了？

當然有些說一下就可以的，那些有那些的講法，是嗎？那些有那些的講法，就不

是這一家的講法，凡講法有一家家，一家有一家的家法。當你打太極拳的時候，是要

慢慢，慢力的，你就好像打詠春那樣，一飛腳踢過去是不對的，這樣你就要去學詠

春，是嗎？就不要學太極，學太極就一定要好像摸蝦那樣摸，知道的，我自己的煩惱

減輕了多少你自己知道的，「善知心出」，有這樣的心減輕了煩惱或者怎樣你都不知

道的，這樣你就懵閉閉（糊塗）了，是嗎？

認真有時有些見了道都不知道見道的都有，走去問師父，我見到這個境界，這些

叫做什麼？那些師父就講給他聽，你是見道嘛！都有之，有些是這樣的。「云何善知

心出」？答了，「謂如實知出二種縛」，「出」就是出離，兩種束縛，什麼叫做「二

種縛」？「所謂相縛及 重縛」。「相縛」，整日被相分束縛住我們，我們見得到的麁

總是相分，不能夠打破相分直接接觸到這個真如，整日被那個相分遮住，「相縛」；

「 重縛」，無始以來那些煩惱的種子整日贅在我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好像我麁

們負擔那些重擔，贅著我們，令我們在生死輪迴的河流裏面沉沒在那裡，「 重麁

縛」。「此能善知，應令其心從如是出。」「此」即是這兩種「縛」你能夠好好地去

了解，你就應該去進一步令到心離開這兩種束縛，「善知心生、善知心住，善知心

出」，是嗎？還有「善知心增」，「增」是增加，為何心會增加呢？

這裡就複雜一些了，你看了，壬一，問。「善知心增」，什麼叫做知道我們的心

增加呢？在未講之前，你先不要看它，你聽我講一講幾句話，你平時修觀，譬如很簡

單，譬如一個人念阿彌陀佛，他初時觀佛像硬是觀得不清楚，觀著、觀著、觀著，今

天又觀，明日又觀，一路觀了一百幾十日之後，他就整個佛清清楚楚就在你面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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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個明朗度增加了？心是不是增加了？即是說那個心，現行的心清楚了、增加

了，明白了嗎？

這樣就叫做「增」了，又如你入禪定，初時只是到初禪的近分你就要回頭了，不

能夠支持的，到了初禪近分沒多久，你的腳就很痺，腳又痺了，痺到你不能夠出了，

不能郁了，你要出定了，再漸漸地你會怎樣？入了初禪根本分，增了，漸漸地二禪近

分你都入到了，漸漸地那個現行的心，那個強度，「增」即是強度增加了，增、增，

是嗎？這樣，當我們的心的強度增加，我們就怎樣？要知道我們現在進步了，心增加

了。

好，你們看看這裏的答：「謂如實知能治相縛、 重縛心」。先講到這裏，「謂麁

如實知」，這個修止觀的人，要確確實實地了解、知道，知道什麼？「能治相縛」與

能治「 重縛」的那個「心」，這個「心」是指什麼？我們的「意識」，對付那些麁

「相縛」，即是不著相，不著那個相，不執著那個相，「 重縛」，能夠盡量，有很麁

多東西可以對付「 重縛」的，譬如你修止觀、念佛都可以對付「 重縛」的，而知麁 麁

道我現在不增加，舊時念佛，念咒，找個最淺的來講，有些人念、念、念、念，自己

念了幾多次都不大清楚的，是嗎？烏凜凜（懵懂）的。有些很清楚的，不用念珠他都

知道我已經念了幾多次，很清楚的。有些修觀就很伶俐的，很好的。

這樣，越修得伶俐，那個「 重」就越減低了，是嗎？他能夠如實地知道，我們麁

的心的進展，怎樣進展？對付那些「相縛」，對付那些「 重縛」的那個心，不斷進麁

展，我們知道。同時知道什麼？「彼增長時，彼積集時，亦得增長，亦得積集，」這

個要分開來講，「彼增長時」，「彼」是指那個對付「相縛」與「 重縛」的心，那麁

個心增長、增加了那個強度的時候，不要理後面這四個，下面：「亦得增長，」那個

心一「增長」的時候，我們另外有種東西亦增長，那個 understood的，講什麼？我

們的智慧「亦得增長，」與那個「第六意識」相應的智慧亦跟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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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付「 重」的，對付「相縛」、對付「 重縛」的那個「意識」越強的時麁 麁

候，我們跟著「意識」一齊起的那個智慧就越增長，而強度亦增加，何解會漸漸地修

行就會證果？就因為修的時候，那個現行越明朗，那個智慧就越跟住增長，那個智慧

一路增長，修行證果要靠智慧，智慧一路增長，何解會增長？就是因為這樣，你的心

增長它就跟著增長，「亦得增長」。識解了嗎？「彼增長時」，「彼」，那個對付

「相縛」與「 重縛」的心強度增長的時候，與它一起的智慧亦都跟住強了，將來要麁

靠這個智慧去證果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智慧來的。

「彼積集時……亦得積集，」「積集」即是熏習，你在這裡，這個能對治的心起

了，這個心起的時候，一起的時候，每一剎那的心起，那一個剎那即刻打回去「第八

識」裏面成為一個種子，這個種子越打得多，這個種子就越強，那些現行越出現得

多，就越行就越利，好像磨刀，越磨就越利。那些種子熏進去的時候，越熏越多，越

熏越強，那些種子。「彼積集時」，那個現行對付「相縛」與「 重縛」的心一起現麁

行的時候，即刻就「積集」，熏落去「第八阿賴耶識」處，就成為新種子。

那個心，新種子熏了，那個智慧亦跟著熏進去，「亦得積集」。即是你一路這樣

修，一路修止觀，那個智慧你就越整越強，越整越強，強的時候，那個有漏的智慧一

路強，一路強，強到這麼上下程度的時候，它就引出了無漏智慧出來，無漏智慧一出

就見道，見道之後，這個見道以「第六意識」見的，「第六意識」一見道的時候，一

起來見道的時候，那個第六「意識」就增長了，現行了，一現行即刻熏進去成為「第

六意識」新的種子，當「第六意識」起現行的時候，那個、那個無漏智跟著它的，又

起，又增長了，又現行了，一起現行的時候，馬上又熏進去成為新的智慧種子。

在初地裏面一出一入，一出一入，越熏就越強，越熏就越強，到差不多上下就入

第二地了，到差不多上下就入第三地了。「彼增長時」，「彼積集時」，那個心增

長，它現行增長與「積集」那些新的種子的時候，就「亦得增長，亦得積集」，　那

個智慧亦能夠跟著它起現行，一起現行亦即刻熏進去成為種子「積集」，如果你能夠

這樣了解，「名善知增」。你就叫做能夠很善巧地知道你的心，「增」者進步，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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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嗎？

這個「增」者就當進步解，你知道你自己進步了，識不識解？你這個就同時解答

了何解你會進步，你一味這樣修，何解會一路一路進步？這個就解答了你。「善知心

減」，這個「減」字，「增」就當進步，這個「減」不要當退步，這個減是什麼？那

些煩惱削弱了，明白嗎？那些「相縛」與「 重縛」削弱！這個「減」。這兩個、這麁

兩個答起來你可以叫做什麼？佛教修行的心理學，修行何解會進步？為什麼會得證果

的？其心理狀態就是這樣了。「彼增長時」，此亦「增長」；「彼積集時」，此亦

「積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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