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此要現量了。「通達」二字並非如我給你講一下那樣，你要現量體會到的。

那就要如何？進一步又如何？或許你進一步，「或通達此已」，或許你求進步， 你

通達了這個…，即是知道了那些影像是識，你就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進一步做什

麼？「復思惟如性」，再思惟真如，真如實性。真如實性又如何？無一切相，這個是

勝義諦。凡所有相都撇除它，這便是《金剛經》的那句「凡所有相悉皆虛妄」，要見

到諸相非相。一路撇，觀察這個如，《金剛經》稱之為法身，此處稱作「如性」。

「復思惟如性」。又一門了，第七門完了。好了，因為今天講得太快，對你們太多

了。停一停，先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然後接續講下文。

同學：「羅先生，你自己如何修呢？你是修見分或是修相分的？」

教授：「我是修見分的。我最初坐就只是數息，很簡單的。

數我也不數的，入我知道息入，息出我知道它出，看看便跟，一味跟著它，漸漸

地息慢了。息慢了就用九住心，內住、等住、安住等一直下去。下去的時候，不管它

輕安起不起，到了第九住的時候就修觀。修觀，最初是先觀一下，一會兒就回來修

止。再回來修止就不數息，觀無間心。如此觀到差不多時，也不怎麼想觀無間心了，

修觀。修觀，觀到有了一個結論，心一境性觀，雖然未能夠達得到，不過也學學吧，

是不是？學學而已，是這樣。我是這樣修觀，很簡單的。我就什麼益處也沒有，或許

你們很益處也不定，我修就什麼益處也沒有，唯一的益處就是沒有什麼病痛。」

同學：「羅先生，修觀的時候是否不要修那麼長時間？」

教授：「嗄？」

同學：「即是觀和止的比例，是否觀應該是…。」

教授：「止的比例多，止的時間多，觀的時間少。」

同學：「即是觀一會兒就…。」

1



教授：「觀就會少些的。最好是能夠止觀雙運的時間多，不行就止的時間多一點。不

要那麼快學止觀雙運，先修止修觀修到相當成熟，然後才止觀雙運。有沒有問

題？有嗎？」

同學：「有。」

教授：「有。」

同學：「我不明白第六頁（《解深密經測疏節要》二五三頁）『緣彼影像心』的

『彼』。」

教授：「『緣彼』的這個『彼』，這個『彼』字是 article來的。『緣彼影像心』的

『彼』是作那些解，緣那些影像的見分心。又可以這樣解，『彼』是指他自

己，緣他自己所見的那些影像的那個心亦可以。是不是？不過第一種解法比較

好，即是以之為 article，是不是？緣那些影像的心。看看圓測法師是用那一

個解法？我也記不起了，我有帶來圓測法師…。第一個解法，『彼影像』，他

說這是什麼？聞思的影像，我們於經裏面所聞到的，和我們修觀的時候我們所

思到的影像。」

……的錄音帶，把他倆的錄音帶來到照著寫便可以，是不是？尖沙咀過海的時

候，你入了一圓進去就行，是不是？跟著有一個人又入一圓，跟著你後面行。你和那

個人之間沒有人間隔開，間隔開他。那個人，是你先行，他就走在後面。於是我們便

說你就是他無間先行的人，中間沒有東西隔開的了，是不是？又例如我現在的眼在看

蘋果，是不是？忽然眼睛一轉，他的頭一轉，就看到那個金山橙。此即是說先看蘋

果，後看金山橙，是不是？看蘋果的心停了之後，跟著就出現那個看金山橙的心，是

不是？中間沒有東西隔開的，這便是無間心。即是看蘋果的心是看金山橙的心之無間

心。聽得明白嗎？無間心，你就不要誤會，無間心必然是連續的，有時無間心並不連

續的。不可不知，是不是？你相信不？無間心並不連續，例如你經常修無想定，你死

了生在無想天，在無想天壽命幾百劫。

到了你出定的時候，這個地球恐怕壞了十次八次了。如此，相隔幾百劫但中間並

沒有東西間隔開，是不是？中間是真空的嘛。此即是說你今世死的時候的那個心，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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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心就是五百劫後…。不對，即是那個心…。不是那個心，你死了之後生在無想

天，當你生在無想天的時候就立刻入定。你去到無想天就盤腿入定，那個時候的心。

當那個時候的心起了之後就停了，不想東西的了。如是者猶如凍藏於那個冰箱那樣，

五百中劫。五百中劫之後你出定，中間距離五百中劫，但並無一個心在那處間隔開。

此即是說你五百中劫前入定的那個心，是五百中劫後出定的那個心的無間心。聽得明

白不？聽得明白嗎？

同學：「好點了，謝謝。」

教授：「很多人以為無間心必然是連續的，不是的，是可以離開的。」

同學：「是否只有他中間沒有東西想？」

教授：「中間沒有東西便可以。」

同學：「沒有東西想便可以。」

教授：「沒有東西便可以。」

同學：「即是如果我想…」

教授：「…明白嗎？譬如你現在正在想吃啤梨，怎知那處突然『彭』一聲有一支杉扑

在你頭上，立刻暈了。抬了去醫院，把你救回，醒了。中間隔了一個小時，你

又如何？那支棒打下來的時候你的那個心，就是醫生弄醒你的那個時候的那個

心之無間心。中間你已經暈了，是不是？無間心，明白不？他就讓人想著無間

心。不過修止觀就不會想著這種無間心的，只是想著前一剎那的無間心而

已。」

同學：「一心念佛算不算是無間心？」

教授：「嗄？」

同學：「一心念佛。」

教授：「一心念佛。是的，無間心，不只無間心有時還可以心一境性。

你譬如這樣，你念南無阿彌陀佛。第一個剎那，你『南』，是不是？只得一個

『南』字而已。第二個剎那，『南』什麼呢？『南無』，這便有了一個『無』了。第

一個剎那就『南』，第二個剎那就『無』，第三個剎那呢？『南無』，要合起來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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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皈依的意思。第四個剎那呢？『阿』。第五個剎那呢？『彌』，是不是？第六個

剎那呢？『陀』。第七個剎那呢？『南無阿彌陀』，是不是？一連串下去。第八個剎

那呢？『佛』，是不是？第九個剎那呢？『南無阿彌陀佛』。下一剎那呢？ 你又這

樣，『南』，一路這樣地連串，搭著、搭著、搭著…。這便即是入定，即是修止。你

念佛就即是修止的了，不是一定要盤腿坐著才是修止，你找一張沙發坐著念佛，一心

不念就是修止了。一心不念即是扣實了，那個無間心扣實而已，那個時候便是修止

了。

如果你也修觀，觀那個極樂世界的影像如何，你如何願生去。觀了之後便『嘩！

極樂世界，我現在念的佛他一定來接我的，因為有阿彌陀佛，他加被我的。』。他再

想東西的時候，這便有了一幅畫像。有了一幅畫像，但明明仍在觀之中，你觀他來到

接引你的。這便是觀，但你又是止，你同樣可以止觀雙運的。所謂一心不亂就是止觀

雙運，不過你要做到臨死的時候止觀雙運的話，你都要很吃力，生的時候要…，是不

是？要認真修得純熟才可以，你臨死前的幾個月才做便做不了。」

同學：「羅公，心一境性和無間心如何分別？」

教授：「無間心是想前一個剎那的，前一個剎那的見分心。心一境性是現在這一個剎

那的，現在這一個剎那的心和境一致的。心是見分，境是相分，心與境合一的

那種狀態。『性』即是狀態，想著心與境合一的那種狀態，不想其他。這便是

止觀雙運的想。現在每一剎那——心一境性；無間心是想來想去想前一個剎那

的那個心，那個見分心。」

同學：「即是要做到無間心，跟著上去心一境性。」

教授：「首先初學當然先學無間心，都是先學觀無間心吧，觀無間心觀得純熟了你便

修觀。修觀之後又能夠修止又能夠修觀了，然後再進一步，心與境合一，整個

過程就是如此。這個心一境性看你是那一宗的修法，如果你修唯識宗便是心一

境性，是不是？若果你修密宗，又是密宗的一種修法。如果你修空宗，有空宗

的修法，空宗也是差不多的，一切都空，能知的心空， 所知的境亦空，心與

境皆空的那種狀態。心一境性空，入了那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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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人入定數天，有些就入定一個時期，有沒有定的長短呢？」

教授：「沒有定，前一剎那，總之你前一剎那。」

同學：「不是，是講他最後見道的那一剎那。」

教授：「你說是見道的那剎那？」

同學：「有多長？」

教授：「見道嗎？」

同學：「有些入定數天，有些入…」

教授：「啊，入定數天，可能他入了無想定。可能他入了無想定，不是見道，見道不

用入定數天的。」

同學：「那個一剎那有多長？」

教授：「一剎那。你要想了解一剎那，有兩個解法。小乘人解一個壯士，一個很強

壯，一個健碩的人， 

一彈指『啪』一聲便是三十六個剎那。一個健碩的人，『啪』一聲彈指的那個聲

音便是三十六個剎那。」小乘人就如此，「壯士一彈指頃三十六剎那」，這是小乘的

說法。這種說法就變了認為我們的心之外有一種東西名剎那，是不是？有一個時間，

時間猶如一道河流那模樣，由太古一直至無窮。有一個時間，這個時間的河流，我們

勉強把它來分，長的謂之一劫，短一點的謂之一紀， 再短一點的我們謂之一年，再

短一點的我們謂之一月，再短一點的我們謂之一日，再短一點的我們謂之一小時，

再短一點的謂之一分，再短一點的謂之一秒，再短一點的謂之一秒的千分之一或百分

之一，不可以再分的便謂之一剎那。

中國則不用剎那而用瞬，一眨眼之間，其實眨一眨眼已經是很多剎那的了，瞬。

這是小乘的看法，承認時間猶如一道河流那模樣，把河流分至最少的謂之一剎那。小

乘人同時承認有一個空間，一個空間猶如一個大罌，裏面有著無數世界於一個大罌裏

面，一個空間。即是說時間和空間是客觀存在的，小乘人有此看法。大乘不是如此看

法，大乘人有兩種看法。大乘不外空、有兩宗，大乘人空宗罵你此謂之執著，那裏有

時間，是不是？是你的執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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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有空間，那裏有空間，你的執著而已，你拿一個空間讓我看看。不承認有時

間、有空間，這是空宗的看法。龍樹菩薩便說破時、破空，認為這些是小乘的執著來

的，破的。空宗就是如此，唯識宗就認為沒有客觀的時間，是執著而已，它和空宗的

看法相同，你們這些執它便說有一個時間。亦沒有客觀的空間。然則我們見到又有時

又有空，這些時和空是什麼東西？它說這樣，世界上最快最快的，莫如我們的心一念

起。當我們一念起的時間，很短的時間…。當我們一念起的時間，你不要以為一念起

的時間，這個時間很短，以為很簡單。當我一念起的時候，便牽涉著整個宇宙。一剎

那，即是一念起便牽涉著無數那麼多東西。何解？它這樣解，「一念起」者即是我們

阿賴耶識裏面那個意識的念的種子爆發出來，當阿賴耶識的念…。

阿賴耶識裏面有一個意識的種子，當這個意識的種子起，便起了一個意識。意識

裏面有一個念心所，當這個念心所的種子爆發出來的時候，牽動了意識。意識是如何

來的？阿賴耶識裏面的意識種子變的，又牽動了阿賴耶識。當意識起時就有見分、有

相分。意識，譬如現在我的念起了，想著電燈。意識能想的見分心，所想的那個相

分，電燈的影像。電燈的影像又有…，當我想的時候，有可能有本質，一整盞電燈在

此處，如此又有了一個電燈的本質。那個本質是我的阿賴耶識之相分顯現出來，如此

又牽涉了阿賴耶識。那個電燈是客觀的存在，不是我的心隨便變的。為何客觀存在？

眾生的共變，和這個電燈有關的人，例如松泉法師，什麼黃玉蟬與及其他等等人的

心，的阿賴耶識共變這盞燈。

他共變一盞燈作為本質，我的第八阿賴耶識就把這個本質反映入我處。如此多因

素合成，而且這盞燈並非憑空的一盞燈，是眾緣和合而成，很多緣的。那盞燈未出廠

前就牽涉到工廠，無工廠就不成燈，無工人就不成工廠。即是說一剎那動的時候，差

不多牽涉到整個宇宙。好像你在太平洋的水裏「篤一篤」它的水，其實這種力已經影

響到美國。是不是？你們用數學可以推算到，同樣是如此的，是不是？『篤一篤』它

的水就全太平洋的水都動了，是不是？始終是很微，微極亦非等於零。如此即是說一

剎那就什麼？影響到，橫影響到世界，直則影響到萬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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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會起一念？因為我有生命，所以起念。如果我沒有生命起什麼？你不要那

石頭起念，是不是？為何我會有生命？因為我的爸爸和我的媽媽結婚，於是幾十年前

你的爸媽結婚。為何我的爸媽會結婚？因為媽有祖宗，爸有祖宗，祖宗生的子一路向

上數。再向上數又如何？為什麼有？因為最初的生物已經變化成人猿，人猿一路生子

生孫生到我們的祖宗。再從人猿向上數，一路數到地球最初凝結的時候，那些水邊的

阿米巴蟲，一路地…。如此地一路向上，必然亙古。一念之境，一路牽涉到無比那麼

遠，一念如此。

這個所謂什麼？所謂念就是什麼？那些所謂剎那，我們的心一念之微之起就謂之

一剎那。不是客觀的，心的一念而已，所以大乘經裏面稱一念乜乜即是一剎那。我介

紹你看一段文章，你可以看，你去書局買一本書《唯識抉擇談》。《唯識抉擇談》，

可以買到嗎？你買一本，這本書不可不看。不可不看，學佛的人不可不看。《唯識抉

擇談》裏面有一段講剎那，它講得非常好。我看在這一千年之內講剎那的，講得最好

的是他，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看看吧。是否時間到了，九時了，是不是？時

間到了。

…或許你說再深入一點，是不是？五蘊都是空的，因為人人的生命都是色、受、

想、行、識五堆東西做成的，所以人的生命是空的，只有五蘊而已。而五蘊有色蘊、

受蘊、想蘊、行蘊、識蘊五蘊。所謂五蘊者，五堆東西而已，離開這五堆東西，根本

就沒有五蘊，所以五蘊亦空，是不是？每一蘊之中，又有很多東西做成的，離開這些

東西之外，亦無所謂色蘊、亦無所謂受蘊、亦無所謂想蘊、亦無所謂行蘊、亦無所謂

識蘊，如此每一個蘊都是空的。約略地想想，想完了，我的心觀了，觀完了，五蘊皆

空了。如此，就稱作「有相毗 舍那」。即是說給你聽，你便好像念經般念。「尋鉢

求」則不然，差不多不用經的；也是根據經，但不用一句句的，你就了解其意義。此

謂之「尋求毗 舍那」。「伺察毗 舍那」則不然，直情是離開經的，基本上只是取鉢 鉢

其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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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毗 舍那」就思慧、聞慧；而「伺察毗 舍那」就可能是修慧了，很深鉢 鉢

的，體驗到的。「伺察毗 舍那」的時候，是現量的，可能是現量體驗的。「有相毗鉢

舍那」和「尋求毗 舍那」最多是比量而已。到了「伺察毗 舍那」，固然亦可以鉢 鉢 鉢

有比量，但亦可以深入至現量的。（寅三）釋伺察觀（毗 舍那）。你看它，「云何鉢

伺察毗 舍那？」「謂由慧故，遍於彼彼已善解了一切法中，為善證得極解脫故，作鉢

意思惟（這樣的一種）毗 舍那。」何謂伺察毗 舍那呢？這一段「云何伺察毗 舍鉢 鉢 鉢

那？」「謂由慧故」，由於用什麼？慧。慧指什麼慧呢？思慧。淺的是思慧，深的則

是修慧了。

思慧只是比量，修慧則有比量、有現量的了。你們如果未聽過何謂現量？何謂比

量？你便比較難聽得明白，是不是？你如果聽過我……，今日有些人是新鮮聽的，你

就會多明白一點。「謂由慧故」，由於思慧和修慧的原故，主要還是修慧。「遍於彼

彼已善解了一切法中」，「彼彼」即是種種；「遍」者廣泛地。在種種已經了解的佛

經所講之道理。不只一本經，把那些經的道理全部抽為一段，在這個道理中。對於這

些道理又如何？「為善證得極解脫故」，「為」者為了；「善」即是好好地；為了好

好地證得極之好的解脫。「解脫」即是什麼？即是解脫道，即是得到…。

這個「解脫」是指解脫道，是很清楚，現量證得的。這個「解脫」是指解脫道，

是何解呢？我們修行的時候，修定就是在修止觀而起慧。那個智慧起，最初是加行

慧，預備階段。我現在解決一個問題，要解答一個問題，這是加行慧，先先用力去觀

察的。加行慧的結果，真的智慧出了。加行慧我們並不稱之為慧，稱作加行道，道即

是慧的意思。加行道，跟著是無間道。加行之後，中間沒有東西隔開就是一個新的慧

產生。無間道的結果，當無間道起的時候，就斷煩惱的。斷除煩惱之後，便安享其成

了，那個時候便稱為解脫道。藉此解脫道，「為善證得極解脫故」，解脫道中之最高

的，必定是現量的。或解脫即是那時解脫煩惱的束縛，每斷一分煩惱，都有一分的加

行道，由加行道引出解脫道。

然後解脫道斷那一分煩惱之後，就得到那一分的解脫道。如果你斷兩分煩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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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分，一級一分，煩惱要一點一點斷的。他為了好好地證得最極之解脫的成果，他又

如何？作意思惟，起心動念去想。當時的那種毗 舍那，這個便是修慧的了。我們要鉢

修觀，這個便是頂點了。一到了此處一轉就是什麼？其實你的修慧那處已經…，在此

慧起的時候，就已經是止觀雙運的了。止觀雙運是直接現量證得的。以上是講觀之種

數，聽得明白不？……。明白不？觀的種數。下面就講止的種數。止的種數比較複雜

一點，「止觀種數差別門」之止的種數。（癸二）、（辨）止的種數。第八頁（《解

深密經測疏節要》二五六頁），有嗎？分兩段，一段是問，一段是答。

問，「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問佛。「世尊！是奢摩他凡有幾種？」「是」即是

此；此種奢摩他，你所講的這種奢摩他，這種止。「凡」即是總；總共有多少種？

（子二）、答。答分三小段。（丑一），它分三種。第一是（丑一）；第二，又有人

分八種； 第三，有人分四種。其實還可以分很多種的，不過舉三個例而已。因為隨

著你的觀之不同，止便跟著不同的了。（丑一）、明三種止。「佛告慈氏菩薩曰」，

佛又對彌勒菩薩說。「善男子！即由隨彼無間心故，當知此中亦有三種。」這句你們

初學的去解便會覺得很困難，你留心聽。他說善男子，「即由隨彼無間心」，「即」

即是就，就由於；「隨彼」，這個「彼」字是指毗 舍那。鉢

毗 舍那有三種，跟隨毗 舍那的止亦有三種了，是不是？即是「隨彼」，「隨鉢 鉢

彼」即是一個形容詞，形容那個無間心。你知修止是這樣的，後一剎那的心攀緣著、

回憶著、想著、思惟著前一剎那的心。前一剎那的心就稱作無間心。前一剎那的心是

怎樣的呢？有些人每一個心都可以分為見分和相分。前一剎那的心是指見分的心或相

分心呢？是不是？心的見分或心的相分呢？按照這本經的注釋者圓測法師，是指見分

思惟著前一剎那的心。前一剎那的心想法，就知道前一剎那的心想法。前一剎那的心

想呼吸，我知道前一剎那的心想呼吸，只是思惟我的心，而不思惟呼吸，不想那一

法。

但無間心又有相分，我只想相分不想見分亦可以。前一剎那是想著阿彌陀佛，第

二個剎那又想著阿彌陀佛，第三個剎那又想著阿彌陀佛，這便是無間心，是不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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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樣，弄出第三種亦可以，前一剎那知道我心之見分想著相分的那個阿彌陀佛之

樣子。下一剎那知道前一剎那那個心的想法，知道心的想法。第二個剎那又知道心的

想法，第三個剎那又知道心的想法。即是三種都可以，是不是？本來只有兩種，我把

它開出三種也可以，多開一味亦可以。聽得明白不？聽得明白不？即是「隨彼」的那

個無間心，在無間前一剎那的那個無間心是在修觀的時候，那個無間心就有三種不同

觀的無間心了。

「隨彼」的無間心有三種，「當知此中亦有三種。」此即是說止有三種，是不

是？聽得明白不？你聽得明白嗎？聽不明白的話，你看後面便會不暢順。聽得明白

不？即是說止有三種，這只是說明修觀的時候止有三種，如你不修觀的話，就不適用

這三種的了，是不是？好了，下面。第二、明八種止，八種止就複雜了。「復有八

種」，此外有些止又有八種的。止又有八種，「復有八種」。「謂初靜慮乃至非想非

非想處，各有一種奢摩他故。」「初靜慮」即是初禪。「乃至」二字是一個略詞，包

括什麼？第二靜慮、第三靜慮、第四靜慮，和什麼？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

處，然後到第八個非想非非想處。

四禪和四無色定，合而為八種。禪定亦是止不是觀來的，這便是八種了，是不

是？現在來到此處，你又要知道何謂初禪、何謂二禪、乃至於知道何謂非想非非想？

現在我們先解那四個靜慮。四個靜慮如何不同呢？不用那麼多的，一本《俱舍論》你

便清楚了，《俱舍論》一句便解決了。《俱舍論》的頌文有這一句，《俱舍論》有它

的好處便是如此，有時兩句話便解決你很多問題。「初」即是初禪、初靜慮。初靜

慮，你入了定的時候…。你如何入呢？以前那一段何盤腿、如何呼吸？它不講了，當

作你已認識了，是不是？當你入了初禪的時候…。未入初禪之時，即是初禪之近分，

由初禪近分而入初禪，你又未認識，怎辦？你有沒有聽過別人教修定？沒有聽過。你

隨便找一本修定的看看吧。

現在的人講修定，有一個大大的缺點，不告訴人如何入初禪近分，如何是初禪？

如何是二禪？那種人講到高深，講到他自己也不會入的，是不是？這種人講亦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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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聽他的更無功德。他都不懂的，是不是？一不小心走火入魔更弊。他應該解說，

基礎的教別人，該怎樣的便是怎樣，那用講得如此高深！《俱舍論》，它說如果你入

得到初禪…。每一個靜慮都有一個近分的，即是未曾正式入到它，謂之近分。近分又

名未到地，即未到那一地。每一禪就是一地，初禪，初禪一個地。第二禪，第二禪一

地。初禪稱作離生喜樂地，第二禪就稱作定生喜樂地， 第三禪稱作離喜妙樂地，第

四禪就稱作捨念清淨地。即是入到那一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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